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研读经典指南 

Classical Bible Study Guide Series-2 Timothy 

 

提摩太后书 

 

 

导言 

 

保罗在他经历第二次更为严峻的监禁时，给提摩太写了第二封书信——他第一

次被监禁是软禁，而这一次是囚禁。当时只有路加与他同在。 

保罗写这封书信是出于关心提摩太的需要，也是他自己的需要，因为他此时正

在等待死亡（提后 4:6-8）。 

然而，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承担他的责任，并劝告他将自己全然献给他的使命，

面对艰难、遭受弃绝和过失的时候，仍要忠诚不渝。在整个《提摩太后书》中，耶

稣基督都是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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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 1:1-2 

 

保罗把提摩太描述为自己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前 1:2），又

说“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前 1:2）。当保罗在小亚细亚第一次传道的旅程中，

提摩太就已经被转变，使徒就曾收他做灵里的儿子，并且对他有着非同他人的喜爱

和信任。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因

为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证，他兴旺福

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腓 2:20-22）。 

（《圣经中的基督诠释》，A. B. 辛普森著） 

 

这封书信是给年轻的福音传道人的一个手册。特别在今天，教会需要更多有着提摩太

这样属灵能力的人，他们立志捍卫福音，把它当做一个神圣的礼物，他们忠诚传扬福音，

他们甘愿为福音受苦，他们也愿意将它传给忠诚的跟随者。 

 

提摩太后书 1:3-5 

 

“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

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后 1:5）。提摩太为自己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和虔诚的先辈

而高兴。人们描述他的母亲友尼基和祖母罗以是有真实信心的女人。这可能涉及到

他们回转之前的生活；即使她们还曾是犹太教信徒时，就有着对神真实的信心，是

他真正的子民，并教养她们的小儿子提摩太敬畏、信靠她们的神。如果我们也有如

此大的特权，就让我们感谢神吧，并将同样的祝福认真地传给我们的后代。 

（《圣经中的基督诠释》，A. B. 辛普森著） 

 

在你成长和操练的年月里，是否有一个人引导你了解、明白神的话语呢？如果有，请

简要描述他或者她是你的亲人、还是朋友？他们用什么方式使它对你来说是“鲜活”的？

这对你如今有多重要？ 

 

提摩太后书 1:6-7 

 

保罗接下来提到提摩太蒙召做圣职，并且圣灵赋予他做主神圣的工作。“为此

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

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1:6-7）。他曾被使徒亲自隔离，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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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圣灵特殊的恩赐，有着“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谨守’原意为‘自律’，

钦定本中的意思为‘谨守’）”，与他的圣职相称。这一赋予对于任何时代真实而

有效的圣职都是必不可少的，提摩太所经历的智慧、仁爱和刚强等各种的恩赐是值

得我们效法和渴慕的。但我们也看到，即使这样宝贵的恩赐也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

视过，于是使徒呼吁他在信仰里的儿子把减弱的灵火重新点燃起来。不要让这一信

息在我们任何人中间丢失，却要让我们挑旺我们里面神的恩赐。我们有圣灵，但我

们可能没有他丰满的恩赐和能力，他正在等待着回应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祈祷，以

及我们基于他之上的诚挚的等候，等候我们心中一个伟大的复兴。 

（《圣经中的基督诠释》，A. B. 辛普森著）  

 

这一信息不仅是给提摩太的，也是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缺少那样刚强、仁爱、谨守的

心，我们做些什么才能进入丰富的恩典呢？ 

《箴言》2:3-9；《耶利米书》29:12-13；《马太福音》7:7-8；《使徒行传》1:6-8；《哥

林多前书》12:31；《腓立比书》1:17-18；《提摩太后书》1:13-14；《提摩太后书》2:15；

《雅各书》1:5-6；《雅各书》3:17-18。 

 

提摩太后书 1:8-18 

 

“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常常守着”（提后 2:13）。保罗所指的双重交托

是多么不同寻常！仿佛在他主人和他自己之间有一个共识的交换一般！保罗曾把与

他的幸福和永生相关的一切交给基督，如同一笔神圣的存款，而基督则透过圣灵的

恩典，把他国度的利息交给他，命令他保守其完好无缺。这是一个相互的交换，我

们都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把一切交给基督，基督就成为你的一切。你舍己的比例有

多大，就能衡量出耶稣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 

当保罗从前的一些朋友发现自己与一个嫌疑犯——死囚的犯人——有关联时，

就退缩了。去探访一个在那个时代被世人憎恶、隶属于被指控焚烧罗马的宗派人物，

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底马（4:10）和其他人离弃了他，但良善的以弗所人阿尼色弗

却开始寻找他，他寻遍所有的罗马监狱，不以他被囚为耻，也不止一次去探访他。

他“屡次使”他的朋友“畅快”。保罗给他的家人寄去一封感谢信（4:19）。也许

这是对提摩太的一个温和的暗示。请对比 8 节和 16 节。永远不要因为与基督的囚犯

为伍而退缩！ 

（《每日读经》，F. B. 迈耶著） 

 

腓吉路和黑摩其尼令保罗失望，因为他知道他们也曾和他一样，同有神的灵在他们的

里面做工，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亚细亚离开了他。圣经中没有更多的地方提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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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圣经中描述他们的话语是“背弃信仰之人”。牛津美语词典将“背弃信仰”（apostasy，

“叛教者”的词源）定义为：声明放弃自己的宗教、原则、政治党派等。在同一本词典中，

它的旁边则是“使徒”一词，意为：被派传福音的十二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一个新的信仰

的领袖或教师。想想这两个定义——一个负面，一个正面——我们就很容易识别将他们区

分开来的很细微的分界线。难道这不是在教导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在基督里谨慎地

看守自己的立场吗？圣灵是否向你证实或警戒过这一教导呢? 

 

提摩太后书 2:1-18 

 

“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见 1-4 节：在耶稣里有足够的恩典供给我们一切

的需要，但我们必须预备好自己去接受它。我们所能预期的只有困难，因为生活就

是一个战场。我们唯一的目标应该是求他的喜悦，就是拣选我们做精兵的那一位。

为了成为他所让我们成为的那样，我们必须避免自己陷入周围的环境当中。我们必

须像一个守卫部队，守住它所驻扎的城邑，并且随时待命准备离开。我们的拖累越

少，我们就越容易有能力履行我们的大将军所指示的最小的命令。能够被列入他精

兵的行列，是多么崇高的荣耀啊！ 

（《每日读经》，F. B. 迈耶著） 

 

军队的生活和平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军人是被训练得能够忍受大患难的，而

与此同时，又能够忠诚而彻底地执行他的任务，绝对服从，不问原因。当我们此时审视自

己的生活时，你需要作何改变，才能使你成为耶稣基督高贵的精兵，与他称赞的“做的好！”

相称？ 

《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22《提摩太前书》2:1-3；《提多书》1:9；《希伯来书》

10:35,36；《雅各书》5:19,20。  

 

提摩太后书 2:19-26 

 

这位仆人个人的胜利有两方面的策略，24-25 上：（1）主可能许可抵挡他的人

悔改，带领他们充分明白真道，25 下；(2)他们可能会“找回自己”，恢复他们的意

识。那些陷入魔鬼假教导的网罗里的人，会冲昏头脑，并且陶醉其中。当他们处于

如此状态时，就被魔鬼随便捕获了（26 节）。 

（《安革尔圣经手册》，M.F.安革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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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此警告他年轻的门徒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些不仅是肉体的私欲，还和青

年人的不成熟有关。下面我们列举几个此类不成熟的例子。请你简要地解释一下他们是什

么，或者列举一个此类的实例。 

没有耐心和/或粗心——缺乏忍耐 

自作主张 

好争论 

对所学的主题缺乏足够的知识 

年轻的门徒如何才能坚持克服以上这些方面的问题，并在诸如耐心、良善、真正关注

他人，以及信心、公义中成长呢？罗马书 6:2-7 中，为了让这些生命中的神圣见证彰显出来，

有什么是需要让它死的呢？ 

 

提摩太后书 3:1-15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再次描绘了这些当今背弃信仰的人。这两幅图

画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相关，并严肃地描绘了如同洪水般席卷基督教会的危险。 

它们都是出于撒旦。使徒分别提到诱惑的灵和魔鬼的教条。又提到雅尼和佯庇，

他们曾经反抗摩西，成为当今时代假先知的典型。在《启示录》书中，约翰告诉我

们有一群魔鬼，“污秽的灵，好像青蛙”，它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启

16:13,14），它们要在末世的时候挣脱出来，带领受骗的人们加入末世大决战的战

斗。因此，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最具诱惑性和误导性特征的时代里，寻找一些超自

然的显现，这些时代特征并不是出于神，而是从那恶者而来。有一种真实而神圣的

超自然力，它总是以谦卑、自制、圣洁、仁爱，和好果子的形象被人认出来。但也

有一种激烈、傲慢、自以为是、杂乱无章的狂热，它嘲笑所有的约束力，它向所有

反对它的人散播咒诅，并且只要有可能，它就“连选民”都要“迷惑”（太 24:24）。 

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特别提到的叛教，是以人类邪恶的泛滥和恶毒的欺

骗为特征的。它的第一大特点就是自私，并导致贪婪、爱宴乐、骄傲自大、放荡淫

乱、不顾家庭、丧失天赋的情感、言语恶毒、待人强硬、残忍。它显著的特征之一，

就是有许多软弱的女人为它着迷。它的倡导者“偷进人家的，牢笼无知妇女的，正

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提后 3:6-7）。这些人为她们的罪恶感到不安，担负着邪恶道德心的重担；她们甘

愿归向任何一个教师，只要他能给她们片刻的安宁。然而，她们却从来都得不到安

宁，无论从哪里都得不到。这些人不论年龄如何，立刻就会上当受骗，并去欺骗其

他的人。 

要再次注意的是：这种叛教“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3:5）。它

自称非常圣洁，却是几乎所有假教导的家族特征的典型代表。“他们禁止嫁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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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戒食物”（提前 4:3），正如有人曾经说到，站得太笔直了，竟一头向后栽倒了

过去。我们正在开始经历这类事情。让我们警醒祷告，保守自己十分谦卑、十分单

纯、十分实际、十分近主脚前。 

（《圣经中的基督诠释》，A. B. 辛普森著）  

 

你可能会想，那些活在末世的人应该对真理有更好的把握，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哲学和

宗教历史可以借鉴。那么为什么，在末世的时候，人们将会成为“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

真道”的人呢？（提后 3:7） 

《帖撒罗尼迦后书》2:1-12；《提摩太前书》6:3-10。 

为什么恶人和迷惑人的人将“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呢？（提后 3:13） 

《提摩太后书》3:14-17；《罗马书》1:18。 

 

保罗劝告提摩太，面对邪恶的猖獗，要在福音里坚定不移。在末世的时候，基

督第一次显现到他第二次降临之时（提前 4:1；来 1:1,2:1；彼前 1:20；约一 2:18），

人们将有很多以自我为中心、变态扭曲的特点。一些人会保持外在的伪装，嘴上说

着基督教的词汇，却拒绝基督信仰所表述的事实。他们所否认的能力恰恰是基督信

仰的核心—复活救主的事实，神所启示的话语的真理，以及圣灵的内住和满溢，它

在信徒的心里做工、并改变着他们的生命。 

（《圣灵充满新生命圣经》，《提摩太后书》脚注 3:1-9，詹姆斯·李·比奥尔

著） 

 

提摩太后书 3:16-17 

 

对这一关键信息的合理解释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有益的。”这是在

宣告：（1）它是贯穿于整本旧约、也是蕴含于所有权威圣典之中的完整的启示。（2）

所有经文都是神的作品—神所默示的。确实是神制造的、“所默示的”。无论人相

信与否，它一直都是这样。它有着如此永不改变的品质，客观地存在于其中。（3）

因为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不会出错，并且有完全的权威；由于是神制造的，因此

任何实际犯下的错误都是和神相抵触的。（4）整本圣经都是有益处的，具体如下：

（a）对于教义（教导）；（b）对于责备过犯和谴责罪恶；（c）对于纠正错误，建

立准则与实施革新；（d）对于教导人公义（纪律教育），无论是神所固有的公义，

还是他要求他的选民该有的公义的行为。（e）从完全的意义上说，“神子是完全的”，

他一无所缺，“在一切的善事上”装备齐全。圣经是完全的启示—这一观点，无论

在生活中，还是教义上，都是用以对抗过失和叛教的堡垒。 

（《安革尔圣经手册》，M.F.安革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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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提摩太后书 4:1-4 

 

使徒保罗在两封书信中都描绘出一个严肃的画面：在末世之前，众教师将在基

督的教会里涌现。第一个信息是在《提摩太前书》4 章 1-3 节。 

圣灵清楚地指出，在末世的时代，有些人将要背弃信仰，随从欺骗的灵和魔鬼

的教导。这些教导从假冒伪善的说谎者而来，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烧焦了一般。

他们禁止人结婚，并且命令他们禁戒一些食物，然而这些食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是

要信他、并晓得他真理的人怀着感恩的心领受的。 

这些谬误是从诱惑的灵和魔鬼的教条中产生的。主曾清楚地指出，仇敌要在麦

子中播撒稗子，而这些人就是稗子。他们看上去会很像麦子；而实际上，谬误在真

理和国度良善的伪装之下，直到完全朽坏。 

（《圣经中的基督诠释》，A. B. 辛普森著）  

 

如今，哪些被传授的教义和信条是错误的，却被一些人所接受，并相信从中可以得到

宽慰？ 

《以赛亚书》30:9-11；《耶利米书》5:30-31；《路加福音》11:17,18；《哥林多前书》

2:14；《提摩太后书》3:6；《提多书》1:10-16。 

 

提摩太后书 4:5-8 

 

这是对曾经活在世上的最不平凡之人的最不平凡的描述。保罗是在监狱里怎样

的环境下给他信仰里的真儿子提摩太写这封书信的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身

经百战、十字架的老英雄，站在阴暗的牢房里，身上绑着锁链，透过地窖屋顶上的

那个窗户—那个唯一可以透进一丝光亮的地方—抬头望去；然而，正是这一丝光亮，

将他脸上无比平安的表情完美地折射出来。他的嘴唇微微颤动，我们仿佛听到他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

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

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 4:7-8）。 

自从耶稣按手在保罗的身上，他似乎就开始了竞技场上的奋斗、运动场上的奔

跑。几乎从未有过片刻的停歇。自始至终，这是一场紧张的训练，一段费力的角逐。

然而，在这其中，和平胜利了。他的疑问得到了回答，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他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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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到了满足。他的内心有平安，身体却承受运动员似的竞争。这就是一个真基督

徒的生命。 

（《圣经综览》，亨莉达·米尔斯著） 

 

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即将结束，你能否由衷地发出保罗所说关于他生命的这段话：“那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 4:9-22 

 

我们最终会看到一群假教师和真理的敌人，他们在将来教会的历史中，和刚被

提及的更为鲜明逼真的实例一样典型。其中有亚历山大、许米乃、腓理徒、黑摩其

尼、腓吉路，他们的邪说和对抗只是末世教会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而已。使徒

以悲痛的心情看待他们，并无恶意。《提摩太后书》4 章 14 节应被译为“主必照他

所行的报答他”。这并不是祈求神惩罚这些人，而是一个预言。保罗对他的敌人最

真实的心意在第 16 节表现出来：“但愿这罪不归与他们”。 

（《圣经中的基督诠释》，A. B. 辛普森著）  

 

不仅当年的很多宗教领袖和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保罗，就连一些信仰同伴也常常弃绝

他。然而，无论遭遇何种反对，他都相信神会把他“从狮子口里救出来”（提后 4:17）。

人们把 17 节理解为一个隐喻，但保罗对神的信心在此表达的淋漓尽致。他话语背后的全部

内涵是什么？ 

 

《撒母耳记》上 17:37；《路加福音》22:31；彼得前书 5:8。 

《哥林多前书》15 章 57-58 节是一段带有保护和鼓励含义的私人书信：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请写出一段在你困难的时候会用到的、带有保护含义的特别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