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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一講 引言 
提摩太後書引言及第一章 

 
 

一. 寫作背景﹕ 

二. 主題經文（本卷鑰節） 

A. 提前二15﹕「你當竭力在神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

正意分解真理的道」 

B. 提後四2﹕「務要傳道，無論得時不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

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 

C. 可知本卷主題﹕「竭力做好一個傳道人應盡的本份」 

三. 分章主題﹕ 

A. 第一章—在苦難裡忠心 

B. 第二章—在事奉上忠心 

C. 第三章至第四章5節—在信仰上忠心 

D. 第四章6節至結束—在背猖獗時忠心 

四. 本書特點 

A. 保羅重要的臨終之言其中充滿了對他一手提拔起來的傳道人提摩

太關懷之情 

B. 是保羅非常個人的心腹之言他苦口婆心地勸勉提摩太，鼓勵心目

中的接棒人，要忠心信道、行道、傳道、和和守道前書至

少可以找到25節經文，是和個人有關的 

C. 說到自己因為同工的離開而產生的憂傷，和孤單是在其他保羅書

信找不到的 

D. 這卷書說明了持守真道至死忠心，就是是基督徒的最終勝利死亡

雖然是人生的結局，卻是神（審判、和恩典）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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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這卷書提到末世背道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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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二講 在事奉上忠心 
提摩太後書第二章 

 
 

一. 在恩典上剛強（1） 

二. 在領受上交託（2） 

三. 在召命上要專心（3-8） 

A. 要點﹕要「作基督耶穌的精兵」 

B. 三個比喻 

1. 當兵 

2. 比武 

3. 作農夫 

C. 比喻 

D. 總結（8） 

四. 在工作上忍耐（9-13） 

A. 為什麼受苦比怎樣受苦更重要 

B. 我們可被捆綁福音卻不能被捆綁（9下） 

C. 保羅相信祂為住忍耐受苦，必有答案（11-12） 

D. 人的「失信」和神的「信實」 

五. 在職守上無愧（14-18） 

A. 要好好教導信徒記得神的話（14） 

B. 要竭力討神喜悅（15） 

C. 要作無愧的工人（15） 

D. 要按正義分解真理的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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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要逃避世俗虛談（16） 

F. 殷鑒不遠（17-18） 

六. 在生活上聖潔（19-23） 

A. 「然而」 

B. 神根基就是教會 

C. 器皿分法（20） 

1. 根據材料 

2. 根據用途 

D. 聖潔是主人認定的標準 

1. 稱呼主名者「總要離開不義」（19） 

2. 神僕應作自我選擇（22） 

E. 保羅重提愚拙無學問的辯論（23） 

七. 在勸善上要恩慈（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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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三講在信仰上忠心 
提摩太後書第三章至四章5節 

 
 

一. 警告末世必有的危險（三1） 

A. 「末世」—專有名詞指主耶穌升天到再來的這段時間我們這個

世代就是末世末世又可稱教會時代聖靈時代參徒二

14-17；和來一1-2 

B. 必有危險—教會不可避免的只要末世教會存在一天就會有一天 

二. 危險特質—十九樣危險（2-5）歸成6類 

A. 自私 

B. 驕傲 

1. 自誇 

2. 狂傲 

3. 謗讟 

4. 任意妄為 

5. 自高自大 

C. 無情 

1. 違背父母 

2. 忘恩負義 

3. 無親情 

D. 污穢 

1. 心不聖潔 

2. 不愛善良 

E. 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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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不解怨 

2. 好說讒言 

3. 不能自約不能自我約束 

4. 性情凶暴 

F. 忘恩負義 

1. 賣主賣友 

2. 愛宴樂、不愛神是一體兩面 

3.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了敬虔的實意 

三. 信徒陷入危機的原因（6-9） 

A. 有偷進人家的人 

B. 有能被他們牢籠的人 

C. 信徒「常常學習、終久不能明白真道」 

D. 神的大能戰勝雅尼、佯庇 

四. 忠於神和神的話是得勝的秘訣（10-14） 

A. 提摩太學習了保羅的一切（10-11） 

a. 保羅受苦的經歷（12） 

B. 兩個提醒（13-14） 

五. 有關這本聖經—神的話（15-17） 

A. 聖經的來源—神的默示 

B. 聖經的功用—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C. 聖經啟示的對象（17） 

D. 聖經的目的— 

1. 叫屬神的人得以完全 

2. 預備行善—不是就可以行善 

六. 囑咐提摩太忠心努力抵擋背道（四1-6） 

A. 保羅的囑咐是照著他對基督必再來的盼望，深信將來一定會有

一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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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得時不得時務要傳道 

C. 百般的忍耐的理由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8 

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四講在背道猖獗時忠心 
提摩太後書第四章6節—22 

 
 

一. 保羅一生的結語（6下-8） 

A. 被澆奠的時候到了（6） 

1. 澆奠的意思— 

2. 奠祭的意義— 

B. 三個一生的回顧（7） 

1. 美好的仗已經打完 

2. 當跑的路已經跑過 

3. 所信的道已經守住 

C. 一個一生確實的盼望—從此有公義的冠冕（8） 

1. 主的公義—一定要賞 

2. 主的公義—一定要罰（審判）裁判 

3. 確信有這麼一天 

二. 保羅提到自己實際的光景（9-17） 

A. 要提摩太趕緊去羅馬見面 

B. 底馬貪愛世界離開了 

C. 格勒士因不明原因離開了 

D. 提多身負使命不在了往撻馬太去工作 

E. 路加一路照顧在旁 

F. 馬可先負後勝 

G. 推基古就是把歌羅西書（西四7）和以弗所書（弗六21）送到這

兩個教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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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遺忘加布的外衣 

I. 書，和皮卷 

J. 銅匠亞力山大多多加害 

三. 保羅自覺非常孤單（16-17） 

A. 無人幫助，盡都離棄 

B. 體會到神加力量，繼續為主作見證 

C. 始終把握目標，就是把福音傳給外邦 

D. 曾被拯救的經驗—傳道遭遇各種危險，神卻救他脫離獅子的口 

四. 保羅相信神必救他到底（18） 

A. 神必救他到底 

B. 隨時讚美 

五. 問候與祝福（19-22） 

A. 保羅書信裡典型的問候與祝福 

B. 保羅問候名單﹕ 

1. 百基拉和亞居拉 

2. 阿尼色弗一家 

3. 以拉都 

4. 特羅非摩 

C. 保羅最後的催促 

D. 與保羅一起問安的人﹕ 

E. 保羅生命裡真正最後的一次問安﹕願主與你的靈同在願恩惠常

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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