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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無形的的影響力影響力

提摩太後書：一1~5

1 奉 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許，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2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

願恩惠 憐憫 平安從父 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 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3 我感謝 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 神。

祈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祈禱的時候 不住的想念你

4 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

5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

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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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講信息之先，先對提摩太後書的背景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AD64 保羅來到尼哥波立，繼續前往示班雅，AD64 保羅來到尼哥波立，繼續前往示班雅，

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在那裏傳道，

保羅要把福音傳到當時人所以為的地極，就是西班牙

因此就避開了 AD64 在羅馬所發生的兩件大事：

七月，尼祿王放火燒羅馬城，之後把責任歸咎給基督徒

尼祿王展開對基督徒大型的逼迫尼祿王展開對基督徒大型的逼迫

後來他來到哥林多、留下了以拉都，在哥林多牧養、帶領教會；

之後訪問米利都，留下了生病的特羅非摩；

訪問特羅亞的時候，突然之間就被羅馬政府抓拿、押解到羅馬，

當時整個時局，對基督教會帶來一個很大的打擊、逼迫。

保羅自己知道可能活命的機會不大，當他在羅馬的監牢裏面對冬天，

期待提摩太能夠把他的外衣、把他的書卷帶來。

根據教會的傳統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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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會的傳統歷史，

保羅大概是在 AD66 冬、或 AD67 春，為主殉道。

保羅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的時間不長，就寫下了提摩太後書，

所以提摩太後書是保羅在世所寫的最後一本書，也可以算是保羅的遺囑。所以提摩太後書是保羅在世所寫的最後一本書，也可以算是保羅的遺囑。

在這本書裡面，保羅對提摩太諄諄地教誨：勉勵提摩太要為主而受苦，

不要因為外在環境的險惡而以福音為恥，鼓勵他要靠主站立得穩，

要堅守信仰的內容，無論在任何的環境要保全福音，

繼續不斷地把它傳遞出去。

保羅也要提摩太效法他事奉的腳蹤保羅也要提摩太效法他事奉的腳蹤，

雖然面對教會的牧養、帶領，面對福音的宣揚，有許許多多的艱難，

但是保羅要提摩太繼續不斷地忠心事奉，並且忠心至死。但是保羅要提摩太繼續不斷地忠心事奉 並且忠心至死

這是保羅寫作提摩太後書最主要的原因、背景。

提摩太後書的主題、重點是什麼呢？

提摩太後書這四章的經文裏面，

鑰字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真道，

「真道 是提摩太後書的核心信息

4

「真道」是提摩太後書的核心信息，

在四章的經文裏面，每一章都提到真道…



1. 要分解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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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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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每一個事奉神的人而言，第一個就是要按著正意來分解真理的道，

不是憑著自己的想法來分解真道、也不是憑著人的喜好來分解真道

按著正意，就是按著神所啟示的原意、要來分解真理的道，

因為如果沒有人分解真理的道，人就不能夠明白神的道

2 要明白真道2. 要明白真道。

三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如果人不明白上帝的話語、怎麼認識神呢？

如果人不明白上帝的話語、怎麼能夠按照神的真理來過討神喜悅的生活呢？

基督教的教義就是強調教導真理 讓每個信徒從小到老都能夠明白神的話語基督教的教義就是強調教導真理，讓每個信徒從小到老都能夠明白神的話語。

在教會裏面，信仰的根基要從小開始栽培，一定要好好地按著學生的年齡，

按著他的需要、特性，用適當的方法來教導他，以致讓他能夠明白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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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他的需要 特性 用適當的方法來教導他 以致讓他能夠明白神的話語

用他能夠體會、瞭解的方式、施以適當的方法，讓他能夠明白。

3. 要持守真道。

一13-14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13 14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 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

常常守著，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的守著。

這個信仰交託給我們，我們就要去保全它、愛護它，

讓這個真道的內容不會被扭曲、被打折扣、被破壞，

這個真道我們可以一代傳一代，繼續不斷傳承下去。

4 要傳揚真道4. 要傳揚真道

四1-2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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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人，勸勉人。

這個世代人心最大的需要是需要上帝的話語，有無窮生命的大能在裏面，

所以我們要用各樣的方式要來傳揚真道 讓人可以明白真道所以我們要用各樣的方式要來傳揚真道，讓人可以明白真道。

我們需要用各樣的媒體，包括文字的、網路的、電視、廣播…

在許多的工作裏，透過老師影響許多的學生、透過醫生影響許多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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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 作裏 透 師影響許多 學 透 醫 影響許多

以致於讓上帝的道能夠繼續不斷地傳揚下去

而且提摩太後書的重點，也強調我們要「受苦」，

基督徒並沒有受苦的豁免權，我們雖然有神基督徒並沒有受苦的豁免權 我們雖然有神

作我們的依靠、作我們的幫助、避難所，

但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免不了仍然要面對苦難。

提摩太後書所強調的苦難，不是一般人所強調的生病、意外的打擊等等，

提摩太後書所強調的苦難，是我們要為信仰的緣故而遭受到逼迫。

總共有七次講到我們要受苦總共有七次講到我們要受苦…
一80 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一12 我也受這些苦難；我 受這些苦難

二30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

二90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

苦 我 安 念 難三11 二次提到受苦，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

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從這一切苦難中主都把我救出來了；

四50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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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0 你卻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 作傳道的工夫 盡你的職分

所以基督徒要有一個心裡預備，就是我們要為著福音為著信仰而受苦。

如同彼得前書所說的：我們要以受苦的心志來當作兵器。

其實苦難對我們的人生有許多的好處，其實苦難對我們的人生有許多的好處，

苦難讓我們知道我們能力有限，我們需要依靠神

苦難也讓我們經歷到耶穌基督的恩典，祂的能力有何等的大

如同保羅身上有一根刺，他曾經幾次地禱告求神挪去，

但是神沒有聽他的禱告，神對他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因我的恩典和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面顯得完全。我的恩典夠你用，因我的恩典和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面顯得完全。

我想每一個忠心敬虔服事主的人，都受了或多或少的苦在我們的身上，

上帝透過這些的苦難來豐富我們生命的內涵，讓我們可以經驗到祂的作為上帝透過這些的苦難來豐富我們生命的內涵 讓我們可以經驗到祂的作為

更重要的，苦難是一個化妝的祝福，在我們受苦完之後，體會到神的恩典，

以致於神要我們去安慰那跟我們遭遇一樣患難的人

所以苦難對我們而言實在是上帝莫大的祝福，

我們千萬不要去逃避苦難，反倒透過苦難

讓我們的生命成長 讓我們的生命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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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的生命成長、讓我們的生命豐富，

並且透過許多受苦的經驗來彰顯神的榮耀，來幫助許多在患難當中的人。



一3-4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候，

不住的想念你，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不住的想念你 念你的眼淚 晝夜切切 想要見你 好叫我滿 快樂

保羅為提摩太感謝，因為從提摩太的身上看見上帝有很多的恩典在他的身上，

因此鼓勵提摩太：既然神有這麼多的恩典在你身上，你一定要振作、剛強起來，

為著神所給你的託付，你要竭力、你要忠心。

我知道感謝的禱告不容易，特別是當我們在患難當中的時候，很難向神來感謝，

但是如果在患難當中看見了神的恩典 仍然有恩慈跟憐憫 我們就能夠感謝神但是如果在患難當中看見了神的恩典、仍然有恩慈跟憐憫，我們就能夠感謝神。

保羅跟提摩太的關係跟情感，是表現在保羅持續的、不斷的為提摩太的需要來禱告，

雖然保羅跟提摩太相距非常的遙遠，但是禱告可以跨越這些時空的限制。雖 保羅 提摩 相 非常 遙遠 是禱告 跨越這 時 制

我們每一個服事主的人，在服事神、服事弟兄姐妹的時候，

會看見有許多的需要是我們力有未逮的，我們能力、能夠做的太有限，

一個偉大的心靈是知道如何把他服事的對象、工作，透過禱告交託在上帝的手中，

讓上帝能夠親自地來運行祂的能力，在祂所關切的人、

所從事的工作當中，透過上帝大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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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從事的工作當中，透過上帝大能的手，

以致於讓上帝的旨意在地上可以通行無阻。

這裡為什麼說是記念提摩太的眼淚呢？我想是因為

當保羅上一次跟提摩太見面，提摩太可能面對教會的艱難、可能孤單，當保羅上 次跟提摩太見面，提摩太可能面對教會的艱難 可能孤單，

所以當他要面對跟保羅分離，心中因為捨不得、就流下了眼淚，

這個眼淚代表的可能是他跟保羅之間深厚的情誼，

也可能是面對服事上面許多的艱難，以致於他軟弱流下眼淚來。

無論如何，我們看見保羅想念提摩太所流的眼淚，他關心提摩太、為他禱告，

盼望透過提摩太後書給提摩太最大的鼓勵、扶持、盼望透過提摩太後書給提摩太最大的鼓勵、扶持、

也給他最大的提醒、給他安慰、給他力量。

一5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想到你 裏無偽之信 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

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提摩太的父親很早就去逝，所以提摩太所受的影響是從母親跟外祖母而來，

那提摩太為什麼他有這個無偽之信呢 信仰不能夠遺傳那提摩太為什麼他有這個無偽之信呢？信仰不能夠遺傳，

信仰必須要人親自接受耶穌基督進入到我們的心中，才成為上帝的兒女，

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承認，一個家庭對一個孩子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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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承認 個家庭對 個孩子的信仰

實在是有一個潛移默化的無形的影響力。

我在牧養教會二十年裏面，常常為預備結婚的人做婚前的輔導，

發現其實在夫妻的互動所產生的問題裏面，很多是受到家庭、受到父母發現其實在夫妻的互動所產生的問題裏面，很多是受到家庭 受到父母

根深柢固的影響，很多時候夫妻雙方的習慣不同、看法不同，

原因是因為受到父親的教導、生活方式的影響，

以致於帶來兩個人的差異、兩個人的衝突。

家庭的影響有壞、也有好的方面，而提摩太受到家庭的影響，

受到母親、受到外祖母好的信仰的影響，以致於提摩太受到母親、受到外祖母好的信仰的影響，以致於提摩太

有一個無偽的信心、對神有一個真實的信靠。

在歷史裏面可以看見許多有名的人物，一生深深地受到他們家庭的影響…在歷史裏面可以看見許多有名的人物 生深深地受到他們家庭的影響

美國第十六任的總統林肯，從小家境非常的貧窮，但是他的母親南希

很認真地教導他聖經的道理、應該如何建立屬靈的品格，

雖然在他九歲，母親就因病而去世，

但是林肯深深的受到母親跟聖經話語的影響，

以致於他後來經過多年的努力，成為美國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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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他後來經過多年的努力，成為美國的總統，

他解放黑奴，在歷史裏面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奧古斯丁，公元第四世紀到第五世紀一位非常被主重用的傳道人，

他的母親莫妮卡是一個非常敬虔的母親，讀聖經、禱告，他的母親莫妮卡是 個非常敬虔的母親，讀聖經、禱告，

用她的愛心、忍耐，感化她的丈夫能夠歸在主的名下。

面對奧古斯丁，雖然他奢侈、放蕩，但是她竭盡所能地

為這個孩子來禱告，以致於因著關心、因著禱告，

讓奧古斯丁蒙神的光照，他悔改、歸主，為主做了美好的工作。

也許我們當中有 些作母親的 上帝透過妳要撫養妳的孩子也許我們當中有一些作母親的，上帝透過妳要撫養妳的孩子，

讓妳的孩子透過一個屬靈的家庭、敬虔的母親，

讓妳的孩子可以像提摩太一樣，讓妳的孩子可以像提摩太 樣

將來可以成為神國度的棟樑、神所使用的器皿。

從提後一1-5我們看見對提摩太而言，

一個是老師的影響、一個是家庭的影響，

塑造提摩太、讓提摩太可以成為神所重用的僕人。

求神幫助我們 無論我們當老師的 無論我們當父母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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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幫助我們，無論我們當老師的、無論我們當父母親的，

讓我們慎重地運用這樣的影響力，來為主培育神所要用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