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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5-16】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         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        

        ，真理的            。大哉，      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       

顯現，被聖靈      ，被      看見，被傳於      ，被世人      ，被接在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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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          ，聽從那        的邪靈和鬼魔的    
   ；這是因為      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      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1-2)。只是要

棄絕那      的言語，和老婦      的話，在      上操練自己。「      身體，益處還

少；惟獨      ，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      」(7-8)。不可叫人      你年

輕，總要在                                      上，都作信徒的      。你要以  
                      為念，直等到我來(12-13)。你不要輕忽所得的      ，就是從前

借著      ，在眾長老      的時候賜給你的，這些事你要           ，並要在此     
 ，使眾人看出你的      來(14-15)。你要      自己和自己的      ，要在這些事上   
     ；因為這樣行，又能救      ，又能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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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不可      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      ；勸少年人如同      ；勸老年

婦女如同      ；勸少年婦女如同      ，總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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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3-16】若      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            ， 

          ，因為這在神面前是       的(4)。人若        親屬，就是           ，
比不信的人還不好(8)。寡婦記在      上，必須年紀到      歲，從來只作        
   的妻子，又有      的名聲，就如養育      ，          ，洗      的腳，    
   遭難的人，      行各樣善事(9-10)。我願意      的寡婦嫁人，      兒女，治

理      ，不給敵人辱駡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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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7-25】那善於      教會的      ，當以為配受            ；那勞苦      

教導人的，更當如此。因為經上說：「    在場上踹穀的時候，      籠住牠的嘴」；

又說：「工人        是應當的」(17-18)。給人行      的禮，不可      ；不要在 

           上有分，要保守自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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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2】凡在軛下作      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             ，免得        和 

      被人褻瀆。僕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      他，更要       
   他；因為得服事之益處的，是          的。你要以此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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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3-19】若有人        ，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          ，與那合乎            ，
他是          ，一無所知，專好      ，爭辯      ；從此就生出      、紛爭、    
   、妄疑，並那壞了      、失喪      之人的爭競。他們以      為得利的門路，然

而敬虔加上      的心便是大利了(3-6)。      是萬惡之根，有人      錢財，就被引誘

離了      ，用許多      把自己刺透了。但你這      的人要      這些事，       公
義、      、信心、      、忍耐、      (10-11)。你要為      打那       的仗，持

定      ；你為此      ，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            (12)。我在   
          的神面前，並在向            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       你：

要守這命令，毫不      ，無可      ，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13-14)。留意一段

以「阿們」為結尾的詩歌，在    –     節。你要囑咐那些          的人，不要      
 ，也不要倚靠            ，只要      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17)。 

結語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            ，      世俗的虛談和那敵      ，似是而非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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