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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書》查经聚会之五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提後 4:1-22   

 

提摩太後書全书大綱: 

 
1. 1:1-18問安, 寫信目的. 

 
A. 1-2 問安 
B. 3-5 感謝 
C. 6-14 請求忠於保羅和福音 
D. 15-18 忠心與不忠心的例證 

 
2. 2:1-3:9 重要的優先次序 

 
A. 2:1-13 重新請求为福音剛強 
B. 2:14-3:9 假教師 

 
3. 3:10-4:22 结語: 提醒, 指示, 問候. 
 

A. 3:10-17 最後對提摩太的委託 
B. 4:1-15 個人的感言 
C. 4:16-22 最後的問安 

  

提後 4:1-22  最後勸勉 
 

綱领 

 

A.最後勸勉和認信 v1-8 

 v1-5囑咐提摩太务要傳道 

 v6-8保羅死前認信 

B.個人事務與吩咐 v9-15 

 v9,13 有關個人需求的囑咐 

 v10-12，14-15 对他人的评論 

C.個人處境 v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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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問安 v19-22   

 互相問安 

 祝福  

 

经文讨论: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

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

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

考, *自由犮揮)？ 

 

最後勸勉和認信 4:1-8 

 
4:1-5 囑咐提摩太务要傳道 
 

Q1. v2保羅對提摩太最後的囑咐是什麼？ 

 

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 

 

Q2. v1-4他憑什麼情理如此囑咐？ 

 

（1）有將來的審判: 耶穌基督要再來， 屆时眾人都要受審判: 死人復活受審，活人亦要受

審，決定進入永生或永死.v1 

（2）耶穌基督國度要降臨. (参太 26:29) 

（3）末世的時候已到，撒旦攻擊猛烈，人人厭弃神的道，假師傅假道理盛行，擄去人心，要

趕快搶救. (参路 21:34，6:22-23) 

 

Q3. 提摩太履行这任務，要負上什麼代價？ 

 

v5謹慎，受苦，傳道，尽职. 

 

Q4. v2什麼是“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如何去做？ 

 

（1）在受歡迎的時間，和不受歡迎的時間; 在好的時間或壞的時間，都要去传道. 

     得時（正面時）就要努力，不得時(負面時)就要願意受苦. 

 

（2）專心, 忍耐, 以多方面教訓，責備，警戒勸勉人（包括正面和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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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保羅的個人認信:  
 

Q5. v6保羅如何形容自己離世？ 

 

“浇奠”: 他說自己就是献在祭坛上的祭物. 為主犧牲. (参民 15:7; 28:7). 

 

Q6. 保羅如何蓋棺定論衡量他的一生?  

原文强调受词: 仗,路,所信的道 (参提後 2:3-4, 弗 6, 赛 52:7, 提前 3:9) 

 

(1) 仗 已經打過: 對付當代仇敌--文化等等的仗; 穿上全副軍裝(弗 6):  

     打仗的人生. 

 

(2) 路 已經跑尽: 傳福音的路, 佳美的腳蹤(赛 52:7), 受差遣的路, 追隨主的路:  

     跑路的人生. 

 

(3) 所信的道 已經守住: 忠於所信, 持守不改變, 對神忠心:(提前 3:9) 

           守信的人生. 

 

Q7. 保羅臨终有什麼盼望? 

 

主前得赏赐. 

  

Q8. 什麼是公義的冠冕? 為何所有愛慕主顯現的人都有此冠冕?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言語: “称义”就是擁有這名義, 保羅以冠冕來代表這名義. 

 

公義: 因信稱義的冠冕; 所以所有因信稱義的人都愛慕主再來, 那時他們都因信主而称义, 

都有這公義的冠冕.  

 

意义如下: 

(1) 公義的一生所值得的赏赐. 

(2) 赏赐本身是公義的. 

(3) 公義的審判主以公義的渠道頒發的赏赐. 

(参罗 4:11, 5:1, 太 3:8,24) 

 

4:9-15 個人事務 
 

底馬贪爱世界去了帖撒羅尼迦(西 4:14), 他曾是保羅的親密同工.  

革勒士去了加拉太. 

提多(林後 7:6, 13; 8:6, 16-17, 23; 12:18)去挞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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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基古(多 3:12, 徒 20:4)被打犮去以弗所.  

留下來的只有路加医生（西 4:14）； 

希望提摩太带馬可來. 並带外衣，书，皮卷（有关诉讼的文件？）. 

自祢铜匠的亞歷山大害保羅， 抵挡保羅所傳的話，与上述的书，皮卷有关, 可能是控诉保羅

的人. (与提前 1:20, 徒 19:33-34不一定是同一個人, 因这亞歷山大被推出來代表猶太人不

敬拜亞底米女神). 他加害保羅可能是精神上的迫害, 非身体上的. 

 

4:16-18 個人處境: 无人前來幫助 
 

初次申訴: 可能是指上文信徒離棄他在該撒利亚第一次申诉; 也可能是指初期的審判, 亦可

能是指第二次審判之前的初步徵詢. 

 

狮子口得救, 保羅暗指但以理, 非目前尼罗王的獅子坑. 

“救”希臘原文 aortic tense 我也必會被救出来，  

 

4:19-22 问安与祝福 

 
在羅马保羅身边的同工: 

 

百基拉，亞居拉（徒 18:2）. 

亚尼色弗 (提后 1:16-17). 

 

不在保羅身邊的同工: 

 

以拉都: 在哥林多(徒 19:22) 

特罗非摩: 因為病的緣故被留在米利都（徒 20:4）. 

友布羅, 布田, 利奴, 革老底亚: 无其他记载的同工. 

 

Q9. 保羅雖然坐監, 他非但沒有抱怨, 在面对要被處死的命運之下, 他用什麼的態度和方式

對神, 對己, 對人? 我們可學到什麼功課? 

 

(1) 對神信靠: 

 b. 完成傳福音給外邦人的任務 v17. 

 c. 相信神必救他脫離兇惡從獅子坑進天國 v17-18. 

 d. 讚美神 v18. 

 

(2) 对己: 雖然明知將要受死 v6-8, 仍然信靠神, 勉勵人, 仍照顧自己生㓉如衣着 v12, 读

书 v13. 

 

(3) 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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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 铜匠的亞歷山大: 主必报应. v14 

 同工: 列出他們的軟弱: 底馬贪愛世界. v10 

  鼓勵:馬可 v11, 不記旧恶（徒 12:12, 15:37-38） 

  勸勉和差派: 推基古 v13, 提多 v10, 提摩太(帶物件,帶人 v11,13), 特罗非

    摩 v20. 

  祝福: 百基拉亞居拉 v19, 亚尼色弗 v19, 提摩太和众弟兄姊妹 v22. 

  聯絡: 友布羅,布田,利奴,革老底亚, 眾弟兄 v21. 

 

功課: 自由發揮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