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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 》、
提摩太後書寫作背景
公元 63 年, 羅馬皇帝尼祿為了建造更輝煌的『尼祿城』, 下令燒毀羅馬城郊的平民窟。大火一發不可收拾，延燒了六個日夜。 除了尼祿看
不順眼的貧民木屋外, 也燒盡了宏偉的豪宅及寺廟。羅馬史學家塔西塔斯（Tacitus）對這場災難的記載：『但是，所有人為的努力，皇帝的
豪華禮品賄賂，和眾神的頂罪，均無法泯滅民間認為大火必然為尼祿下令所蹤的事實。因此，為了逃脫罪名，尼祿遂將罪名嫁禍到一群基
督徒的身上，並對他們施以最嚴苛的刑罰。
以弗所教會和其他在小亞細亞的教會一樣，除了羅馬皇帝嫁禍逼迫，外有來自當時希臘多神文化及諾斯底主義，重享樂輕敬虔的世風；內
是猶太教領袖的挑釁，及猶太主義的影響。 教會中原已信心搖擺軟弱的信徒，當環境要他們為信仰付上代價時，多有退縮及隨波逐流者。
教會漸漸失去當初純正的教義及敬虔的信仰。 提摩太就在這個時候被差派到以弗所牧會。 我們相信，提摩太必有神所賜牧會的恩賜，也
有足以接保羅棒的條件。但因他是保羅的屬靈兒子，也是保羅臨終前碩果僅存可托付重任者之一。因此在他的信中，保羅強調的不是提摩
太的恩賜，而是他的屬靈生命；不是他事奉的業績；而是他對神的忠心；不是他在教會的人緣，而是他是否持守純正的道；不在乎教會人
數多寡，而在乎教會是否健康。
根據使徒行傳 28：30-31 的記載, 保羅第一次在羅馬的坐監，應屬一種軟禁。他仍然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可接待客人，也可放膽傳講神國
的道。 但到了公元 66 年, 也就是尼祿王逼迫基督徒，保羅第二次在羅馬監獄時, 他是真的被以罪犯看待 (提後 1:16, 2:9)。 在燈光晦暗、潮
濕擁擠的囚室中, 主的忠心老僕人保羅一面對其他的囚犯作見證, 一面仍積極差派同工到各地傳福音， 一面寫信給他親愛的兒子提摩太。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 在保羅人生看來最委屈最寂寞孤單的時候, 那些曾被他牧養亞細亞教會的人卻遠離了他 (提後 1:15, 4:16), 唯有路加
在旁陪伴。雖然保羅原諒了他們 (提後 4:16), 但他們忘恩、懦弱的行為, 必然令他心碎。而他曾辛勤牧養的以弗所教會，又傳出教會領袖有
虛假的教導以及不敬虔的行為。 教會離經背道的情況, 比幾年前保羅寫提摩太前書的時候更為嚴重。提摩太雖然忠心, 但畢竟年輕，在這
種情況下, 也不免心裏焦慮而至靈命軟弱。 就在這種心力交瘁的情況下, 保羅寫信給他的兒子提摩太, 內心更渴望能快快的見到他。 （提
後 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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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給提摩太的信，也是給現代所有傳道人的信。提醒我們追求的不是事奉上的成功，而是事奉上的忠心。成功是提高我們在人眼中的重
要性，忠心是提高我們在神眼中的重要性。

《 提摩太後書 》一章 1～18 節

本章主題：保羅激勵提摩太持守基督信仰的純正
[本章由內容來看，可分為三段。但查經時，視每節查經時間的長短，可分兩次到三次查完。]
觀察分段
I. 激勵一個屬靈的兒子
A.
B.

(1：1-5)

保羅、提摩太、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保羅寫信激勵提摩太

II. 保羅囑咐提摩太不要以基督的福音為恥

(1：6-14)

A.

保羅對提摩太的題醒

B.

如何能不以福音為恥

(1：6-10)

C.
D.

保羅勸導提摩太效法自己的榜樣
勉勵提摩太學習保羅持守所交託的真道

(1：11-12)

III. 保羅叮嚀提摩太對同工的選擇

(1：13-14)

（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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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亞細亞同工的壞榜樣
阿尼色弗的好榜樣

(1：15)
(1：16-18)

《提摩太後書 》一 章 1～5 節
背景
在保羅人生最后的驛站，被囚在羅馬的牢獄裡，那些曾被他牧養亞細亞教會的同工人卻遠離了他 (提後 1:15, 4:16)。保羅又聽到有關以弗所
教會領袖有虛假的教導以及不敬虔的行為的消息。 就在這種心力交瘁的情況下, 保羅寫信給他的兒子提摩太。書信第一章的重點，是鼓勵
提摩太將神藉保羅按手賜給他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分段解釋應用：
I. 激勵一個屬靈的兒子

(1：1-5)
帶領前的預備

觀察
這段經文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這段經文是保羅在羅馬監獄給他的屬靈兒子提摩太寫的最后一封信的第一
段。其中充滿父親對兒子的思念。

說什麼？
人、事

解釋
字词原义、说明背

A. 保羅、 提摩太、 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1:1-2）

徒 16:1 保羅來

1. 提摩太當然知道保羅是基督耶穌的使徒。但是保羅如此做，他的原因可能是：1. 保羅為何需要對提摩太稱自己是『基 到特庇、又到
作基督耶穌的使徒是至高的榮譽；

督耶穌使徒』？(1:1)

路司得．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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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上下文,思路、

作基督耶穌的使徒是最重的責任；

裡有一個門

因果关系、模拟和

保羅期待提摩太接下他的棒子，成為一位負責任，有榮譽感的傳道人。

徒、名叫提摩
太、是信主之

对比。

2. 提摩太是保羅屬靈的兒子。因為保羅佈道來到路司得時，認識了提摩太，那時 2. 保羅為何需要對提摩太稱自己是『基 猶太婦人的兒
是什么意思 What?

为什么 Why?

有什么影响

提摩太已是個門徒，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他父親是希利尼人。(徒 16:1)

督耶穌使徒』？(1:2)

子、他父親卻
是希利尼人。

3. 保羅和提摩太成為親密同工。保羅愛他，把提摩太看作主裡所親愛又忠心的兒 3. 為何保羅稱提摩太為： 『我親愛的 林前 4:17 因此
子。(林前 4:17；腓 2:19; 徒 16:1 )

兒子提摩』？提摩太是保羅肉身的兒還 我已打發提摩
是屬靈的兒子？

Wherefore?

太到你們那裡
去．他在主裡

B. 保羅寫信激勵提摩太

(1:1-5)

4.保羅有使徒說話的權柄，來自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許。(1:1)
保羅對提摩太發自內心的祝福(1:2)
5. 感謝神賜他以清潔的良心事奉神；

面、是我所親
4. 保羅能寫信激勵提摩太的先決條件 愛有忠心的兒
是什么？

子

5. 略述保羅對神感恩的心。(1:3)

腓 2:19 我靠主

對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屬靈產業感恩；

耶穌指望快打

對擁有屬靈的兒子提摩太感恩。

發提摩太去見
你們、叫我知

6. 從（1：2，4）保羅對提摩太毫無保留地流露出父親對兒子的關愛及感情，
（本 6. 從什么字句我們看出保羅對提摩太 道你們的事、
段 3 次用 “想念你”）
。屬靈長者要讓年輕人聽從順服他的教導，不是靠嚴厲 的思念？（1：2，3，4；徒 20：36-38）心裡就得安
壓迫，而是要讓年輕人信服你的身教，感受到你的愛及關心。
同時，保羅也讓提摩太知道他也感受到提摩太對他的愛。（1：4）很可能指的
是上次在靠近米利都海邊與以弗所長老們分別時，抱頭痛哭的眼淚，特別是提
摩太不捨的眼淚。
（徒 20：36-38）
保羅肯定提摩太從外祖母及母親承繼無偽的信心(1:5)
綜合歸納
綜合歸納
主題/中心思想

1. 保羅在落筆的第一段就流露他對屬靈兒子的關心，思念，和愛。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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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對己、對
人、對事物

2. 保羅常為提摩太禱告
3. 保羅肯定提摩太的屬靈傳承

1.
2.
歸納，我如何實
3.
行在生活中？)
4.
應用(根據綜合

引題(引發思考

你有屬靈的兒女嗎？你會如何開始你給他寫信的第一段？
無論你屬靈兒女的屬靈光景，你當如何肯定他的長處？
你有屬靈的父母嗎？他（她）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屬靈父子間要有什么樣互相委身的關系，才能使兒子信服你的教導？

你的父母給你寫信嗎？ 通常他們信的第一段是怎樣開始的？

可請一位有經
驗的同工先分

本段的主題)

享。

II. 保羅囑咐提摩太不要以基督的福音為恥

(1:6-14)

帶領前的預備

觀察
這段經文
說什麼？

討論題目

保羅以自己的榜樣，教導提摩太如何能不以福音為恥： 除了要再度挑旺神
所給的恩賜，還要有勇敢、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才能持守所交托的善
道。

人、事

解釋

A. 保羅對提摩太的題醒 (1:6-10)

1. 請指出保羅在本段對提摩太所用的
『命令』語句。

備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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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所用的『命令』鼓勵語句：
字词原义、说明背

『提醒』
（1:6）
、
『不要』
（1:8）、『要』（1:8，13，14）

景、上下文,思路、
因果关系、模拟和
对比。

是什么意思 What?

2. 神賜給提摩太的恩賜 : 神賜給每一位蒙召的信徒各樣不同的恩賜。 但除非用 2. 保羅對提摩太有哪些的題醒？
在服事聖工上，往往恩賜無法顯明出來。（1:6）
3. 神賜給提摩太屬靈的父親保羅（1:6）

为什么 Why?

4. 要重新挑旺聖靈所賜的恩典，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1:6，8， 9）

3. 提摩太有哪些屬靈的資源？
4. 我們在本段中看到保羅用了那些對
比語句來鼓勵提摩太？

太 10:18 並且你
們要為我的緣
故，被送到諸候

有什么影响

君王面前，對他

Wherefore?

們和外邦人作

B. 如何能不以福音為恥
5. 提摩太要記得神所賜給各種屬靈的資源：能幫助自己避免以福音為恥的途徑，

見證。 你們被

5. 我們如何能不以福音為恥？

就是常常提醒自己所擁有屬靈的資源。（1:6-7）

交的時侯，不要
思慮怎樣說
話，或說甚麼
話，到那時候，

6. 主耶穌告訴門徒不要膽怯，遇到逼迫的時候，祂必賜給當說的話。因為不是我
們自己說的、乃是我們父的靈在我們裡頭說的。（太 10:18-20）
乃是剛強的心：
『剛強』
，”Dunamis” (power)。我們從神而來的力量，就是照

6. 為什么有了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就可以接受苦難？（1：5，7，8）

必賜給你們當
說的話。 因為
不是你們自己

神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當神差派我們重任時，

說的，乃是你們

一定也承諾祂的同在。就如祂當年對約書亞說的話：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

父的靈在你們

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神

裡頭說的。

必與你同在。（書 1：9）
仁愛的心：無私的愛。不是我們努力學習來的，這愛是從神那裡 。因為所賜

參弗 1:19-21

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參書 1：9

謹守的心：
『謹守』,”Sophronismos”（discipline）
。在服事的時候，能保持頭

參弗 3:11-14

腦清醒，能自律，分辨事情的輕重與先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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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明白自己是被大有能力的神所呼召，所裝備，並按祂的旨意及聖靈的
力量去執行任務時， 就不會以福音為恥。（弗 1:19-21）有了以上的裝備，也
就有接受苦難的心理準備。(1:8)
7. 保羅如何以對比語氣再強調不以福
7. （對比）a. 不要以為主作見證為恥
不要以保羅為主被囚的為恥

音為恥與『因信稱義』的關系？（1：
8-10）

b. 總要按神的能力，為福音同受苦難。
（弗 3:11-14）
林前 15:54-55

(對比)

a. 不是按人的行為：和我們的得救一樣，不是按行為，全是恩典。

這必朽壞既變

b. 乃是按神的旨意、和恩典：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

成不朽壞的。這

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1:9）

必死的，既變成
不死的。那時經
上所記，死被得

C. 保羅勸導提摩太效法自己的榜樣 (1：11-12)
8. a)保羅對從神所領受的任務負責 (1：11)
無論保羅為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他都忠心到底。

勝吞滅的話就

8. 請舉一個保羅作傳道、作使徒、作
師傅忠心的例子。

應驗了。 死
阿，你得勝的權
勢在那裡？死

b)保羅對從神所領受的託付忠心 (1：12)

阿，你的毒鉤在

保羅為福音受苦; 保羅不以為福音受苦為恥

那裡？

9. 保羅為何對他所信的有絕對把握？
9. 保羅對自己所信的有絕對把握（1：12）
因為保羅深知他所信的是誰; 保羅也深信神能保全祂所交託的使命一直到見主
的那日。

參加 4：19

D. 勉勵提摩太學習保羅持守所交託的真道 (1：13-14)
10. 所交託的真道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1：13）

10. 保羅一再提到『交託』
。到底保羅要
交託給提摩太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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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要以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保持基督徒信仰的完全純正。（
『純正
話語的規模』在英文是“standard of sound words”. 對我們基督而言，
‘standard’ 就是神的話。保持基督徒信仰的完全純潔，不容有錯誤的，和引
人走迷的思想影響。）
要靠著聖靈，牢牢的守著所交託的善道：一旦我們能夠不以福音為恥，就敢
努力去傳，也就持守了善道。(1：14)
綜合歸納
主題/中心思想
對神、對己、對

綜合歸納

人、對事物

1. 保羅要提摩太再度挑旺神所賜的恩賜。
2. 有了勇氣、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就不會以福音為恥，也就可以接受
苦難。
3. 一旦不怕苦難，就可以持守真道。
應用(根據綜合
歸納，我如何實
行在生活中？)

1. 如果你所尊敬的屬靈長輩， 是一位因傳福音而被關在監獄的囚犯，你如何克
服心理障礙？
2. 請敘述你第一次為主作見證的經過。
3. 你曾為福音受過苦難嗎？是在怎么樣的情況下？
4. 你有因神所賜剛強、仁愛、謹守的心而戰勝膽怯的經驗嗎？請分享之。
5. 我們蒙召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6. 保羅的種種榜樣中，那一項最值得你學習？
7. 請舉一個例子證明你對你的信仰有把握。

11. 什么是那『純正話語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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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題(引發思考

你對傳福音有困難嗎？通常能如何向朋友開口？

本段的主題)

III. 保羅叮嚀提摩太對同工的選擇 （1：15-18）
帶領前的預備

觀察
這段經文
說什麼？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在本段中，保羅提醒提摩太，為了保守自己一顆不以福音為恥的心，要謹慎選擇
同工，免得被敗壞。 並告以在目前以弗所教會中，那些人離棄他，那些人關心
他。

人、事

解釋

A. 亞細亞同工的壞榜樣 (1：15)
1. 他們離棄的原因：是離棄福音，以為主被囚的為恥（1:8）；是怕被牽連；也因 1.亞細亞同工為何離棄保羅?（1：15）
為大環境的逼迫所致。

字词原义、说明背
景、上下文,思路、
因果关系、模拟和
对比。

2. 保羅的心情.必定感到心酸。也為提摩太曾在亞細亞牧會， 必也了解這種心情 2. 壞同工會帶來什么壞的影響？
而感安慰。保羅在林前說：
『 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我們中國人也 （1：15，林前15:33）
說：
『近墨者黑』
（林前15:33）

是什么意思 What?

3. 雖然保羅沒有指明他們是誰，但提摩太一定知道他們。他們很可能是亞細亞教 3. 誰是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为什么 Why?

有什么影响

會的領袖

林前 15:33 你
們不要自
欺，濫交是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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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fore?

B. 阿尼色弗的好榜樣 (1:16-18)
4. 阿尼色弗與腓吉路和黑摩其尼的對比(1:16-18):
阿尼色弗不像其他的同工離棄福音；
阿尼色弗屢次服侍保羅, 不以他的鎖鍊為恥；
阿尼色弗不懼生命危險，在羅馬殷勤的找到了保羅；
保羅為阿尼色弗一家禱告， 願他們在見主的那日得主的憐憫。

綜合歸納

綜合歸納

主題/中心思想

保羅陳述背棄他的同工帶給他的痛苦， 及關心他的同工帶給他的暢快。保羅
對神、對己、對
人、對事物

應用(根據綜合

出他們的名字，好讓提摩太慎選同工。

1. 誰是你的好同工？能分享你們同工時的暢快嗎？

歸納，我如何實 2.
行在生活中？)

你怎樣能成為兄弟姐妹的好同工？

3. 你喜歡和具有哪些恩賜的兄弟姐妹同工？為什么？
4. 當你牧養（輔導）多年的弟兄姐妹離棄你時，你會有什么反應？
5. 你曾經歷過壞同工的影響嗎？你又從中學到了什么功課？

引題(引發思考
本段的主題)

請說說看，你心目中理想的同工有那些特性？

4. 你是否能從腓吉路，黑摩其尼及阿尼 壞善行。
色弗對保羅態度的對比，分析他們對
福音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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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 提摩太後書 》一章 1～18 節
本章主題：保羅激勵提摩太持守基督信仰的純正
觀察分段
I. 激勵一個屬靈的兒子

(1：1-5)

A. 保羅、提摩太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B. 保羅寫信激勵提摩太

II. 保羅囑咐提摩太不要以基督的福音為恥 (1：6-14)
A. 保羅對提摩太的題醒
B. 如何能不以福音為恥？
C. 保羅勸導提摩太效法自己的榜樣
D. 勉勵提摩太學習保羅持守所交託的真道

III. 保羅叮嚀提摩太對同工的選擇
A.
B.

亞細亞同工的壞榜樣
阿尼色弗的好榜樣

分段解釋應用：

(1：6-10)
(1：11-12)
(1：13-14)

（1:15-18）
(1：15)
(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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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提摩太後書》第 一 章 1～5 節
主題：激勵一個屬靈的兒子 (1：1-5)
*詩歌
*禱告
*讀經：提摩太後書 1:1 ~1:5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在保羅人生最后的驛站，被囚在羅馬的牢獄裡，那些曾被他牧養亞細亞教會的人卻遠離了他 (提後 1:15, 4:16)。 後又傳出教會領袖有虛假
的教導，以及不敬虔地行為。就在這種心力交瘁的情況下, 保羅寫信給他的兒子提摩太。書信第一章的重點，是鼓勵提摩太將神藉保羅按
手賜給他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決不以為主作見證為恥。
引題: 你的父母給你寫信嗎？ 通常他們信的第一段是怎樣開始的？
討論題目:
解釋題目：
1. 保羅寫信給提摩太的目的是什么？
2. 保羅為何需要對提摩太稱自己是『基督耶穌使徒』？（1：1）
3. 為何保羅稱提摩太為：『我親愛的兒子提摩』？（1：2）
4.
5.
6.
7.

提摩太是保羅肉身的兒還是屬靈的兒子？(徒 16:1；林前 4:17)
保羅能寫信激勵提摩太的先決條件是什么？（1：2，4，5）
略述保羅對神感恩的心。（1：3）
從什么字句我們看出保羅對提摩太的思念？（1：2，3，4；徒 20：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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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題目：
1.
2.
3.
4.

你有屬靈的兒女嗎？你會如何開始你給他寫信的第一段？
無論你屬靈兒女的屬靈光景，你當如何肯定他的長處？
你有屬靈的父母嗎？他（她）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屬靈父子間要有什么樣互相委身的關系，才能使兒子信服你的教導？

*結束禱告

第二段：《提摩太後書》一 章 6～14 節
主題： 保羅囑咐提摩太不要以基督的福音為恥

(1:6-14)

*詩歌
*禱告
*讀經：提摩太後書 1：6～14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保羅以自己的榜樣，鼓勵提摩太不以福音為恥，以及如何持守所交托的善道。

引題：你對傳福音有困難嗎？通常能如何向朋友開口？
討論題目
解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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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指出保羅在本段對提摩太所用『提醒』、『督促』、『鼓勵』、等『命令』語句。（1：6，8，13，14）
2. 保羅對提摩太有哪些的題醒？（1：6-10）
3.
4.
5.
6.
7.
8.

提摩太有哪些屬靈的資源？（1：6，7）
我們在本段中看到保羅用了那些對比語句來鼓勵提摩太？（1：6，8，9）
我們如何能不以福音為恥？（1：6-7）
為什么有了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就可以接受苦難？（1：5，7，8）
保羅如何以對比語氣再強調『因信稱義』與不以福音為恥的關系？（1：8-10）
請舉一個保羅作傳道、作使徒、作師傅忠心的例子。

9. 保羅為何對他所信的有絕對把握？ （1：12）
10. 保羅一再提到『交託』。到底保羅要交託給提摩太的是什么？（1：13，14）
11. 什么是那『純正話語的規模』？（1：13）
應用題目
1. 如果你所尊敬的屬靈長輩， 是一位因傳福音而被關在監獄的囚犯，你如何克服心理障礙？
2.
3.
4.
5.
6.
7.

請敘述你第一次為主作見證的經過。
你曾為福音受過苦難嗎？是在怎么樣的情況下？
你有因神所賜剛強、仁愛、謹守的心而戰勝膽怯的經驗嗎？請分享之。
我們蒙召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保羅的種種榜樣中，那一項最值得你學習？
請舉一個例子證明你對你的信仰有把握。

*結束禱告

第三段《 提摩太後書 》第一 章 15～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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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保羅叮嚀提摩太對同工的選擇 （1：15-18）
*詩歌
*禱告
*讀經：提摩太後書 1：15-18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在本段中，保羅提醒提摩太，為了保守自己一顆不以福音為恥的心，要謹慎選擇同工，免得被敗壞。 並告以在目前以弗所教會中，那些人離棄他，
那些人關心他。

引題：請說說看，你心目中理想的同工有那些特性？
討論題目
解釋題目：
1.
2.
3.
4.

亞細亞同工為何離棄保羅?（1：15）
壞同工會帶來什么壞的影響？（1：15，林前 15:33）
誰是腓吉路和黑摩其尼？（1：15）
你是否能從腓吉路，黑摩其尼及阿尼色弗對保羅態度的對比，分析他們對福音的態度？（1：15-18）

應用題目
1. 誰是你的好同工？能分享你們同工時的暢快嗎？
2. 你怎樣能成為兄弟姐妹的好同工？
3. 你喜歡和具有哪些恩賜的兄弟姐妹同工？為什么？
4. 當你牧養（輔導）多年的弟兄姐妹離棄你時，你會有什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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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曾經歷過壞同工的影響嗎？你又從中學到了什么功課？
*結束禱告

全章應用問題
1. 請用一到兩句話， 為第一章做個總結。
2.
3.
4.
5.
6.
7.
8.
9.

在你跟隨主的道路上，你要找具有什么樣品格的人作為你的屬靈父親？
你也有一位讓你日夜思念的屬靈兒子嗎？請和我們分享你們的喜樂。
在事奉中，你與比你年輕的同工的關系是師生、是父子、還是兄弟？
從提摩太有外祖母、母親的屬靈傳承，你打算如何將你的信仰傳給你的子孫？
我們在什么樣的壓力下也會和提摩太一樣信心軟弱？
你認為神呼召你的原因及目的是什么？
你曾有羞於為主作見證的經驗嗎？試分享之。
當你聽到你飛機座位旁的旅客用不堪的話抨擊基督教信仰時，你會作怎樣的護教見證？

10. 你曾有過弟兄姐妹眾叛親離的經歷嗎？請分享你的心情？
11. 當我們的牧長為真道受逼迫時，我的反應是提摩太? 是阿尼色弗? 是腓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