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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 》四章 1～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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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主題：忠僕忠言--- 保羅最後的話
上下文和背景：
提摩太書第四章，也是保羅殉道前最後一封信的最末一段。保羅知道自己所剩時日不多。『我現在被澆奠, 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但他心
中仍有牽掛。 他並不懼怕死，因為他更期待離世與主同在。但擔憂以弗所教會的現況，放不下軟弱的兒子提摩太。 保羅心中最大的期望
是兒子提摩太在傳遞真道上能對保羅負責，就如保羅對神負責一樣，如此代代相傳。 在這種迫切的心情下，保羅給兒子提摩太最後一次『打
氣』，以極為嚴肅的命令語氣，勉勵兒子為主耶穌基督的事工至死盡忠。這不僅是保羅對提摩太的激勵，更是對我們每個傳道人的激勵。

觀察分段
I.

保羅給提摩太的最後使命 (4：1-5)
A. 使命的嚴重性

(4：1)

B. 使命的內容

(4：2)

C. 使命的急迫性

(4:3-4)

D. 使命的嚴肅性

(4：5)

E. 使命的代價

(4：5)

F. 使命的目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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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保羅榮耀的人生終點

(4：6-8)

A. 保羅榮耀的現在

(4：6)

B. 保羅榮耀的過去

(4:7)

C. 保羅榮耀的未來

(4：8)

III. 保羅的朋友與敵人榜

(4：9-22)

A. 保羅的忠心朋友
B. 保羅的敵人
C. 保羅的祝福

(4:9-13, 19-22)
(4:14-17)
(4:22)

分段解釋應用：
I. 保羅給提摩太的最後使命（4：1-5）
帶領前的預備

觀察
這段經文
說什麼？
人、事

解釋
字词原义、说明背

討論題目

這段經文是保羅臨終給提摩太的最後使命。並且嚴肅地叮嚀他這項使命的
嚴重性、急迫性、以及要付上的代價。
這項使命包括九個命令：要傳道、要及時、要責備人、要警戒人、要勸勉
人、要謹慎、要忍受苦難、要作傳道的工夫、以及要盡職分。
A. 使命的嚴重性

（4：1）

1. 保羅擔心傳遞真道的棒子在提摩太手中『掉棒』。保羅要提摩太認知耶穌基督 1. 保羅為何在離世前給提摩太如此嚴
將來要顯現是千真萬確的事。保羅在這裡是奉聖父，聖子的名及權柄說話。以 厲的使命？(4:1)

備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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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上下文,思路、
因果关系、模拟和
对比。

是什么意思 What?

表示這項任務的神聖性。

2. 为了警惕提摩太，將來耶穌基督審判活人死人時，是按照他們事奉是否忠心而

2. 保羅為什么此時要向提摩太論到耶

鐸定的。（啟 3：21）審判也與基督的顯現並祂的千年國度有關。為了提摩

太將來與他一樣，當基督再來時，在審判臺前得忠心的獎賞。保羅等於
如此命令：『我奉聖父，聖子的名命令你！』

穌基督審判活人死人的事？(4：1；
啟 3：21)

參啟 3：21

为什么 Why?

B. 使命的內容

參太 25：14-30

（4：2）

有什么影响
Wherefore?

3. 務要傳道：傳福音是基督徒的天職。務要及時：傳道人要常作準備。務要責備：3. 保羅給提摩太的使命內容是什么？
以什么樣的口氣與態度？（4：2）
用聖經的原則來糾正所觀察到對方行為上的錯誤。務要警戒：以神的道教導勸
雅 3:1 我的弟

戒罪人悔改。.務要勸勉： 有時要用像父親待自己兒女一樣的心，對年輕人勸勉、

安慰、 囑咐，要叫他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他們進入神國的主。（帖前 2:11-12） 4. 根據韓愈的《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 兄們，不要多
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人作師，因為
保羅是用命令的口氣激勵提摩太。
也。此處的『傳道』和保羅所說的 曉得我們要受
4. 是傳『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唯有神的話有權威，有聖靈的同工， 能打

『傳道』有什么異同？（4：2）

更重的判斷。

動人的心。但也要特別謹慎，除非是清楚有神賜的恩賜，免得將來要受更重的
判斷。（雅 3:1）
5. 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4：3-5）所以要提摩 5. 為什么傳道務要及時，無論得時不 參彼前 3：15
太無論得時不得時， 隨時隨地有機會就專心地，以溫柔敬畏的態度來傳基督恩

得時？（4：2）

惠的福音。
6.（4：2）保羅特別強調，在執行上列使命時，要專心地教導。在教導過程中，要
有百般的耐心。不是靠自己的恩賜或屬靈的知識與權威，而是靠聖靈的光照與
神話語的能力與權威。
在現世代，福音不是一般人願意輕易接受的。因此，要專心地察言觀色，用百
般的忍耐，教導及回答各樣人的各樣問題。

參帖前 2:11-12
6. 我們傳福音前要有什么樣的裝備，
傳福音時要以什么樣的態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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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命的急迫性

（4:3-4）

7. 因為保羅和提摩太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多方逼迫的時代。在壓力下，人喜歡接受

7. 為什么保羅的命令有這么大的急迫

聽起來『悅耳』的，讓人『感覺真好』的話，來逃避現實。人們不要聽『扎心』
的信息，免得增加罪惡感。（羅 1：18-21；徒 17：21）
8. 其實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也是這樣，人們掩耳不聽真道，反而向師傅學唸經拜
佛超度之道。

性？（4：3-4；羅 1：18-21；徒 17：
21）

參羅 1：18-21

8.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和保羅提摩太時 參徒 17：21
期的大環境有什么異同？

D. 使命的嚴肅性 （4：5）
9. 本句的『謹慎』，原文是”nepho” (sober)，清醒的意思 。保羅要提摩太保持
清醒戰兢，以致於奔跑，不像無定方向。鬥拳，也不像打空氣。免得我們傳福

9. 為什么要提摩太在傳道時要保持清
醒戰兢？（4：5; 林前 9：26-27）

音給別人，自己反倒被棄絕了。（林前 9：26-27）

E. 使命的代價

參林前 9:26-27

（4：5）

10. 傳福音的腳蹤雖然佳美，但卻要付上代價。這代價包括肉身和心靈上的負擔。10. 你認為傳福音最大的代價是什
就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所說的『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 么？（4：5；林後 11：23-28）
參林後 11：

次不得食、受寒冷等。』保羅除了身內的事，還要為眾教會的事掛心。（林後

23-28

11：23-28）

F. 使命的目的

（4：5）

11.『作傳道的工夫』的『傳道』，原文“euangelistes” , 和以弗所書弗中： 『他
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中的『傳福音』相同，
專指傳福音的工作。（弗 4：11）保羅要提摩太盡忠職份。希望提摩太和他一樣
在宣教場上盡力地跑，最後得獎賞。（林前 9：24-27）

11.傳道人最大的盼望和目的是什么?
（4：5；林前 9：24-27）

參弗 4:11
參林前 9：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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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此時明白自己時日不多，以最嚴肅，最急迫的命令語句，叮嚀提摩太，
在目前人心厭煩真道的時候，要更認真、更謹慎、更忍耐地做傳道、教導、
主題/中心思想 訓誡、安慰、勸勉的工夫。並要盡忠職守，盼望將來在耶穌基督顯現時得到
獎賞。
綜合歸納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1. 保羅和提摩太所處的時代也是我們目前的時代。保羅給提摩太的使命也
是給我們的大使命。你覺得保羅使命的那幾點對你最有共鳴？
歸納，我如何實
2. 從保羅的『傳道』中，我們不妨來思想，為何許多現今教會的講道沒有
行在生活中？)
『力量』？
3. 保羅對我們每位信徒的盼望是什么？
應用(根據綜合

4. 我們前面的道路也不容易，保羅的那些話對我們有警惕？
5. 當耶穌基督再顯現的時候，祂憑什么斷定我們的賞罰？
6. 保羅要我們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常因為累了，不想對坐在我飛機

座位旁的華人傳福音。你也有我這種壞經歷嗎？請分享之。
引題(引發思考
本段的主題)

論語有言：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曾經親耳聽
到過你的親人或長輩臨終前說的話嗎？你的感觸是什么？

II. 保羅榮耀的人生終點（4：6-8）

可請有此經
歷的同工先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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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前的預備

觀察
這段經文
說什麼？
人、事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這段話是保羅對提摩太傾吐心中的感想，是保羅所有教牧書信的最高潮，也
是給所有傳道人立下了最高的標桿。保羅一生為傳福音的事工盡忠職守，向
著標桿直跑。現在要面臨死亡，無怨無悔，獻上活祭，因為有榮耀的冠冕為
他存留。
A. 保羅榮耀的現在

解釋

（4：6）

1. 什么是『被澆奠』？（4：6；民 15： 參民 15:1-10
1. 舊約背景：耶和華要摩西曉諭以色列人：到了所賜給他們居住的地後，在獻祭時，
1-10）
字词原义、说明背
先獻燔祭，隨之獻細麵素祭，最後，用酒作奠祭，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
景、上下文,思路、
因果关系、模拟和
对比。

是什么意思 What?

为什么 Why?

2. 保羅為什么用『澆奠』來形容他的殉 羅 12：1

2. 保羅知道因自己是羅馬公民，將不會以十字架的方法殉道，而是被斬首。所流的 道？（4：6；羅 12：1）
血，就是被澆奠的酒，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這也是保羅在羅馬書 12 章 1
節所獻的『活祭』，是聖潔的，也是神所喜悅的。
3. 保羅在 30 年前在大馬色的路上被呼召。從那一刻開始，他一生盡忠職守。他已 3. 什么是保羅榮耀的現在？（4：6）
經準備好了，來接受榮耀的現在。

有什么影响
Wherefore?

B. 保羅榮耀的過去

(4:7)

4. 保羅自從認識主以後，他為主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因他以認識主基督耶穌 4. 什么是保羅榮耀的過去？（4：7）
為至寶。 為生命中的『至寶』打仗，是至高的榮譽，是聖戰，是最美好的真理

參提前 6:12

之戰。（腓 3：8）
5. 『美好的仗』：保羅知道他一生所面對的爭戰都是為真道打屬靈的戰爭。而那美
好的仗，他不僅已經打過了，並且打勝了。（提前 6:12）

5. 為什么保羅稱他一生所打的仗為『美 參腓 3：8
好的仗』？（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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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跑的路』的『路』“dromos” (course), 指的就是希臘羅馬運動場上的『跑道』。6. 什么是保羅當跑的路？（4：7；徒 20：參徒 20：24
保羅一生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現在已跑完他的路程，衝破裂終點線。

24）

成就他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了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
7.『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保羅雖自稱為使徒中最小的，但他比所有在他之前 7. 保羅一生所期待的是什么？（4：8）

參提前 6：
20

的使徒都堅定， 一生從未搖擺，堅持他的信仰， 守住了真道。
保羅所要守住的就是他認為最『珍貴』的，除了神交託他的真道，他對耶穌基督

參弗 4:3

無偽的信心，還要在教會內外，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提前 6：20；
弗 4：3）

C. 保羅榮耀的未來

（4：8）

9. 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這個『冠冕』，不是皇冠， 而是『桂冠』“stephanos”
9. 什么是『公義的冠冕』？（4：8）

(wreath), 是古希臘為運動員中的冠軍戴上的冠冕。

10. 保羅為何如此有把握會取得『公義的 參太 25:29

10. 馬太福音 25 章說到『論功行賞』時，神的賞罰有一定的原則：『 因為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保羅一生為義受逼

冠冕』？（4：8）

迫， 也成就了義。因此，公義的主將為他戴上『公義的冠冕』。
11. 因為這是『公義的冠冕』，所以，凡是神因信稱義的兒女，若一生『飢渴慕義』，11. 為什么我們不認為保羅說這些話時
在主顯現的日子，都會被戴上這個『桂冠』，使他們得飽足。（太 5:6 ）

綜合歸納

本段是保羅給自己的『蓋棺定論』，也是應當刻在他墓碑上最恰當的『墓志
銘』。
保羅一生為傳福音的事工盡忠職守。 將人生 30 年最好的歲月奔跑在崎嶇的

含有『驕傲』的意味？

參太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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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中心思想

宣教路上，無怨無悔向著標桿直跑，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現在要面臨死亡，
他再度無怨無悔，以血為酒，被澆奠為活祭，因為有榮耀的冠冕為他存留。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應用(根據綜合
歸納，我如何實
行在生活中？)

引題(引發思考
本段的主題)

1. 從保羅的榜樣，我當如何裝備自己去打那美好的仗？
2. 在我跑人生跑道的時候，什么是我前面的目標？
3.
4.
5.
6.

當你在主給你的跑道上跑時，是否也想著要跑自己的跑道？為什么？
什么是令我在跑路時最感到『累』的原因？，該怎么辦？
什么是我在跑道上的拌腳石？
什么是我認為自己最該守而又是最困難守的道？
7. 你有把握在生命盡頭有冠冕為你存留嗎？
有一天，當你行完人生的路程，你會交待你的家人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什么
話？

III. 保羅的朋友與敵人榜

（4：9-22）
帶領前的預備

觀察
這段經文
說什麼？
人、事

保羅結束了他最後的叮嚀，也想到他的申訴沒有成功，原來的朋友同工，懼怕尼祿的
迫害，竟都離棄他。此時保羅就更為想念兒子，同時也想到他的許多忠心的老友與同
工們，以及曾迫害他的人。但語氣卻極為平靜安穩，因為他要回家了。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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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A. 保羅的忠心朋友
1. 提摩太是保羅日夜思念的忠心兒子。他們父子有彼此的信任與委身。我們不知道

字词原义、说明背

1. 你能了解揣摩保羅思念提摩太的

提摩太是否來得及見保羅最後一面。但我們相信，提摩太對保羅也一樣的思念。

心思嗎？試分析之。（4：9）

景、上下文,思路、因
果关系、模拟和对

2. 底馬是曾經和保羅、路加同工。但後來因貪愛世界、怕受苦、就離棄保羅回老家

比。

帖撒羅尼迦去了。我們初信主時，也是被基督徒所傳達『平安喜樂』所吸引。但 2. 你是否也曾有過像底馬一樣的掙
是當試煉來到，才看到真正的自己。作門徒是要捨得下自己，背得起十字架的代 扎，只是還沒有離開你的信仰？

是什么意思 What?

價。（西 4：14）

为什么 Why?

3. 保羅下到牢獄裡， 失去了自由，吃不飽，睡不暖，但心中想到的仍然是福音的傳 3. 為什么保羅在牢獄中仍能差派同
遞。實在令我們既感動又慚愧。

有什么影响
Wherefore?

你願意和我們分享嗎？（4：10） 參西 4:14

工出去？把他們留在身邊作伴豈
不更好？

革勒士顯然是忠心的同工，被保羅差派到加拉太去。提多是保羅的另一個忠心的
兒子。
《提多書》是保羅在《提摩太前書》及《提摩太後書》之間寫給提多的信。
保羅稱他為『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的』
。保羅在他被軟禁在羅

參多 1：4
參羅 15:19

馬時，或許曾把福音傳到達馬太（就是以利哩古）
。再由達馬太到尼哥波立
見提多。現在被保羅再由尼哥波立差派往撻馬太去堅定當地的教會， 及按立
長老。（多 1：4，3：12；羅 15：19）

參多 3:12

4. 路加是保罗忠心的伴侶。 幸而有路加醫生在旁陪伴，一方面照顧保羅的身體，一 4. 從『獨有路加在我這裡』一句話，
你看到了保羅個性中的那些柔和
方面又可將早期使徒建立教會的歷史，以第一手資料記錄下來。當保羅說到『獨
面？（4：11）
有路加在我這裡』心中不免有孤寂感。
5. 馬可是保羅失而復得的助手。馬可曾經在保羅第一次旅行佈道時與保羅及巴拿巴 5. 從馬可與保羅的前後互動關系，
你認為同工間該如何相處？（4：
同工，卻半徒離隊。其間經過我們不清楚，只知道他後來又成了保羅的得力助手。
11；徒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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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基古是保羅的忠心使者。他未必有傳道的恩賜，但卻有服侍的恩賜。他曾為保 6. 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我們從推基 參徒 13：13
古學到什么功課？（4：12）

羅送信給提摩太、給歌羅西教會、給提多。現在又差他去以弗所。在傳福音的事
工上，我們特別需要這樣的肢體配搭。（徒 20：4； 西 4：7）

參徒 20：4

7. 加布是忠心的开放家庭的主人。顯然保羅在加布家住過，才會把外衣留在那裡。 7. 加布是谁？你也常開放自己的家 參西 4:7
接待傳道人嗎？（4：13）

8. 這裡提到的『外衣』
（cloak）是一種很厚的羊毛長大衣。在保羅時代，這種毛大衣

8. 從 4：13 及 4：21 節中，我們是
否可以想象保羅在牢獄裡的生活

可以當大衣穿，也可當被子蓋。對住在濕冷囚室的保羅，這件大衣太重要了。所

狀況？

以，保羅盼提摩太趕緊在冬天以前來。（4：21）
保羅要提摩太把書及皮卷都帶來。 『書』必定是蘆葦草紙的舊約古抄本，
『皮卷』
可能是保羅的信件。這些都是極為貴重的寶貝。為何保羅沒有帶在身邊？一旦遺
失，可能永遠找不回來。也有可能保羅在大數被羅馬兵抓到時，匆忙之間來不及
攜帶。

9. 保罗还提到哪些伙伴，同工？

9. 百基拉、亞居拉、阿尼色弗：忠心的老友。 亞居拉、百基拉夫婦原是保羅在哥林

參徒 18：2，
18， 26

多隊同工織帳篷同業，後來同往以弗所。保羅離開後，這對夫婦繼續留在以弗所
事奉。（徒 18：2，18，26）

參提後 1：16-18

阿尼色弗和保羅的關系，本書 1:16-18 已有記載。
參徒 19:22

以拉都：忠心的同工。曾經被保羅差派與提摩太往馬其頓去。現在被派往哥林多。
（徒 19：22）
特羅非摩：同保羅到亞西亞去的同工。現在病了，就留他在米利都。
10. 從保羅所結交的朋友看來， 我
10. 友布羅、布田、利奴：保羅的新同工。這三人都是拉丁名字，可能是保羅在羅馬

們能體會他傳福音急迫的心嗎？

11
教會的新同工。保羅到羅馬不久，就有可以交心的同工，足見保羅急迫傳福音的
心，及做事的效率。（革老底亞：也許是利奴的母親，也是保羅的同工。）

B. 保羅的敵人
11. 銅匠亞力山大既然是提摩太也知道的，可能是和以弗所一個銀匠，名叫底米丟的

11. 保羅對多多陷害他的亞力山大
是采取怎么樣的態度？

相同，是為亞底米神造銅質偶像的。 保羅在以弗所傳福音，擋了這些人的財路，

參徒 20:4

所以造假見證陷害保羅。這個人目前可能也在羅馬，所以要提摩太來的時候防備
他。 既然亞力山大極力敵擋神的話，他也是神的敵人。（徒 20：4）
12. 为什么保罗初次申诉，没有人前

12. 保羅為自己申訴，沒有人前來幫助。他的一些朋友或同工因為懼怕尼祿王，竟都
離棄他，不敢為他作見證。 保羅此時，眾叛親離，情何以堪，但保羅原諒了他們。
我想這都是發生在路加及阿尼色弗來到以前。保羅為自己申訴， 不是因為怕死，

来帮忙？保羅既然不怕為主殉
道， 為何還要申訴？（4：16）

而是盼望在跑完當跑的路以前，在外邦人中多傳福音。
13. 在這生死攸关的情況下，保羅惟有依靠主。即使在牢獄中，仍不忘傳福音。其中

13. 你認為保羅對生死的态度如
何？（4:17-18）

多次遇到危險，主都帶領他脫離兇惡 。 『從獅子口裡被救出來』是從舊約沿襲
下來的諺語，如『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有
點像我們中國人說的『虎口餘生』吧。（詩 22：21）

C. 保羅的祝福
14. 保羅在信尾提了許多人的名字，今生也許再也見不到了。他們原來是敵是友，忠

14. 保罗最后说了什么？

心或背叛，現在對他都不重要了。 而是全交在神的手中，願恩惠常與每個人同在。

綜合歸納

保羅在牢獄中的最後時間裡，想起他四周的許多人。這些人都先後在他的生命
不同的際遇中與之交集。有的是忠心的同工， 有的是敵人。 縱然保羅是個愛

參詩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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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分明的人，到了人生的盡頭，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並為他們祝福。
主題/中心思想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應用(根據綜合歸
納，我如何實行在
生活中？)

1. 從保羅和提摩太這種屬靈的父子關系，我們學到什么功課？你有一位屬靈
的父親嗎？你有一位屬靈的傳承人嗎？
2. 在我們奔跑天路的過程中， 也曾有馬可或是底馬的經歷。 我們能分別從
他們身上學到什么教訓？
3. 你在教會的事奉是什么？你會認為保羅的服事比專門送信的推基古更有
『光環』嗎？我們如何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4. 路加原是個醫生，和我們許多人一樣是專業人士，但他以神賜他的專業在
宣教大業上成就了大事。請說說你如何能用你的專業，為神國成就大事？
5. 保羅如何對待銅匠亞力山大？ 我們當如何對待那些處心積慮要影響破壞
聖工的人？
6. 我們如何學習保羅在人生的困境中，仍能把福音傳開？

引題(引發思考本
段的主題)

假設你含冤被關在『牢獄』裡，申訴不成。你心中明白時日不多，獄吏只準許
你打最後一通電話。你會打給誰？ 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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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提摩太後書 》四章 1～17 節

本章主題：忠僕忠言--- 保羅最後的話

上下文和背景：
提摩太書第四章，也是保羅殉道前最後一封信的最末一段。保羅知道自己所剩時日不多。『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但他心
中仍有牽掛。 他並不懼怕死，因為他更期待離世與主同在。但擔憂以弗所教會的現況，放不下軟弱的兒子提摩太。 在這種憂喜交集的心
情下，保羅給兒子提摩太最後一次『打氣』，以極為嚴肅的命令語氣，勉勵兒子為主耶穌基督的事工至死盡忠。

觀察分段
I. 保羅給提摩太的最後使命

(4：1-5)

A. 使命的嚴重性

(4：1)

B. 使命的內容

(4：2)

C. 使命的急迫性

(4:3-4)

D. 使命的嚴肅性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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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命的代價

(4：5)

F. 使命的目的

(4：5)

II. 保羅榮耀的人生終點

(4：6-8)

A. 保羅榮耀的現在

(4：6)

B. 保羅榮耀的過去

(4:7)

C. 保羅榮耀的未來

(4：8)

III. 保羅的朋友與敵人榜
A. 保羅的忠心朋友
B. 保羅的敵人
C. 保羅的祝福

(4：9-22)
(4:9-13,19-22)
(4:14-17)
(4:22)

分段解釋應用：
第一段《提摩太後書》第 四 章 1～5 節
主題：保羅給提摩太的最後使命（4：1-5）
*詩歌
*禱告
*讀經： 提摩太後書 4:1-5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這段經文是保羅臨終給提摩太的最後使命。並且嚴肅地叮嚀他這個使命的嚴重性、急迫性、以及要付上的代價。
這項使命包括九個命令：要傳道、要及時、要責備人、要警戒人、要勸勉人、要謹慎、要忍受苦難、要作傳道的工夫、要盡職分。

15

引題: 論語有言：『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曾經親耳聽到過你的親人或長輩臨終前說的話嗎？
你的感觸是什么？
討論題目:
解釋題目
1. 保羅為何在離世前給提摩太如此嚴厲的使命？(4:1)
2. 保羅為什么此時要向提摩太論到耶穌基督審判活人死人的事？ (4：1；啟 3：21)
3. 保羅給提摩太的使命內容是什么？以什么樣的口氣與態度？（4：2）
4. 根據韓愈的《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此處的『傳道』和保羅所說的『傳道』有什么異同？（4：2）
5. 為什么傳道務要及時，無論得時不得時？（4：2）
6. 我們傳福音前要有什么樣的裝備，傳福音時要以什么樣的態度？（4：2）
7. 為什么保羅的命令有這么大的急迫性？（4：3-4；羅 1：18-21；徒 17：21）
8.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和保羅提摩太時期的大環境有什么異同？
9. 為什么在末世，人厭煩純正的道理，偏向荒繆的言語？（4：3-4）
10. 為什么要提摩太在傳道時要保持清醒戰兢？（4：5; 林前 9：26-27）
11. 你認為傳福音最大的代價是什么？（4：5；林後 11：23-28）
12. 傳道人最大的盼望和目的是什么? （4：5；林前 9：24-27）

應用題目
1.
2.
3.
4.

保羅和提摩太所處的時代也是我們目前的時代。 保羅給提摩太的使命也是給我們的大使命。你對保羅使命的那幾點特別有共鳴？
我們來思想，從保羅的『傳道』中，為何許多現今教會的講道沒有『力量』？
從 4：1-5 中，主對我們每位信徒的盼望是什么？
我們前面的道路也不容易，保羅的那些話對我們有警惕？

16
5. 當耶穌基督再顯現的時候，祂依據什么來斷定我們的賞罰？
6. 保羅要我們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我自己常因為累了，不想對坐在我飛機座位旁的華人傳福音。你也有我這種壞經歷嗎？請分享
之。
*結束禱告

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第二段《 提摩太後書 》第四 章 6～8 節
主題：保羅榮耀的人生終點（4：6-8）
*詩歌
*禱告
*讀經：提摩太後書 4：6-8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這段話是保羅臨終前對提摩太傾吐心中的感想，是保羅所有教牧書信的最高潮，也是給所有傳道人立下了最高的標桿。
保羅一生為傳福音的事工盡忠職守，向著標桿直跑。現在要面臨死亡，無怨無悔，獻上活祭，因為有榮耀的冠冕為他存留。
引題：
有一天，當你行完人生的路程，你會交待你的家人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什么話？
討論題目
解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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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被澆奠』？（4：6；

民 15：1-10）

2.
3.
4.
5.
6.
7.

什么是保羅榮耀的現在？（4：6）
保羅為什么用『澆奠』來形容他的殉道？（4：6；羅 12：1）
什么是保羅榮耀的過去？（4：7）
為什么保羅稱他一生所打的仗為『美好的仗』？（4：7; 提前 6:12；腓 3：8 ）
什么是保羅當跑的路？（4：7；徒 20：24）
什么是保羅『所信的道』？（4：7）

8.
9.
10.
11.

保羅一生所期待的是什么？（4：8）
什么是『公義的冠冕』？（4：8）
保羅為何如此有把握會取得『公義的冠冕』？（4：8）
為什么我們不認為保羅說這些話時含有『驕傲』的意味？

應用題目
1.
2.
3.
4.
5.
6.
7.

從保羅的榜樣，我當如何裝備自己去打那美好的仗？
在我跑人生跑道的時候，什么是我前面的目標？
當你跑在主給你的跑道上時，是否曾想著要跑自己的跑道？為什么？
什么是令我在跑路時最感到『累』的原因？，該怎么辦？
什么是我在跑道上的拌腳石？
什么是我認為自己最該守而又是最困難守的道？
你有把握在生命的盡頭，有冠冕為你存留嗎？

*結束禱告

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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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提摩太後書 》第四 章 9～22 節
主題：保羅的朋友與敵人榜 （4：9-22）
*詩歌
*禱告
*讀經：提摩太後書 4：9-22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保羅結束了他最後的叮嚀，想到他的申訴沒有成功，原來的朋友同工，懼怕尼祿的迫害，竟都離棄他。 此時就更為想念兒子。
同時也想到他的許多忠心的老友與同工們， 以及曾經迫害他的人。但語氣卻極為平靜，因為他要回家了。
引題：
假設你含冤被關在『牢獄』裡，申訴不成。心中明白時日不多，獄吏只准許你打最後一通電話，你會打給誰？ 為什么？
討論題目：
解釋題目：
1. 你能了解揣摩保羅思念提摩太的心思嗎？試分析之。（4：9）
2. 你是否也曾有過像底馬一樣的掙扎，只是還沒有離開你的信仰？ 你願意和我們分享嗎？（4：10）
3. 為什么保羅在牢獄中仍能差派同工出去？把他們留在身邊作伴豈不更好？
4.
5.
6.
7.
8.

從『獨有路加在我這裡』一句話，你看到了保羅個性中的那些柔和面？（4：11）
從馬可與保羅的前後互動關系，你認為同工間該如何相處？（4：11；徒 13：13）
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我們從推基古學到什么功課？（4：12）
加布是谁？你也常開放自己的家接待傳道人嗎？（4：13）
從 4：13 及 4：21 節中，我們是否可以想象保羅在牢獄裡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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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罗还提到哪些伙伴，同工？
10. 從保羅所結交的朋友看來， 我們能體會他傳福音急迫的心嗎？
11. 保羅對多多陷害他的亞力山大是采取怎么樣的態度？
12. 为什么保罗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忙？保羅既然不怕為主殉道，為何還要申訴？（4：16）
13. 你認為保羅對生死的态度如何？
應用題目：
1.
2.
3.
4.
5.
6.
7.

從保羅和提摩太這種屬靈的父子關系，我們學到什么功課？
你有一位屬靈的父親嗎？
你有一位屬靈的傳承人嗎？
在我們奔跑天路的過程中，也曾有馬可或是底馬的經歷。我們能分別從他們身上學到什么教訓？
你在教會的事奉是什么？你會認為保羅的服事比專門送信的推基古更有『光環』嗎？我們如何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若有一位『銅匠亞力山大』在你的事奉中常常想辦法加害你，你當如何處理？
路加原是個醫生，和我們許多人一樣是專業人士，但他以神賜他的專業在宣教大業上成就了大事。
請說說你如何能用你的專業，為神國成就大事。

*結束禱告

本章應用題目：
1. 請用一到兩句話， 為第四章做個總結。
2. 和提摩太一樣， 我們每個人前面事奉的道路都不易。 因此我們特別要注意到是什么？
3. 我們如何實際做到『無論得時不得時』地傳道？
4. 我們當如何面對現代人厭煩純正道理的心態？
5. 每當你讀到 4：6-9 時， 有什么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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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都是主內的兄弟姐妹，且互為肢體。你有一位路加嗎？有一位提摩太嗎？
7. 如果你今天被主接到天家，你能坦然對主說：
『主啊！凡你交托我的， 我都做到了，請你來驗收吧！』如果不能，為什么？

全書應用題目：

1. 保羅寫這封信給提摩太的目的是什么？
2.
3.
4.
5.
6.
7.
8.
9.

你能用四句話總括全書的大意嗎？
很多傳道人用提摩太後書作為門徒訓練的教材，你認為原因為何？
你認為全書中那一段話是你訓練門徒時最需要耳提面命的？
身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你的強點與弱點各為什么？
我們如何能不以福音為恥，勇敢為主作見證？
我們當如何在末世危險中堅守真道？避免虛談？
我們當如何竭力，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目前教會有什么『世俗的虛談』影響教會的合一？

10. 請試以提摩太後書為教材，草擬一個分十次『一對一』的門徒訓練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