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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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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研究新城教理问答中的第31个问题。 你对问题31的回答很熟悉。 我将阅读这个问题，我们将一起用我

们自己的语言阅读使徒信经。 你会在敬拜指南中找到你语言的信条。 在敬拜指南中寻找这个符号。

問31：我們靠著真的信⼼相信什麼？

我们相信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

在耶稣基督⾥，他的独⽣⼦我们的主，由圣灵孕育，

童贞⼥玛利亚所⽣，在本丢·彼拉多的统治下受苦，被钉死在⼗字架上，死亡，然后被埋
葬。

他下了地狱。

第三天，他从死⾥复活。

他升⼊天堂，坐在全能的⽗神的右⼿边。从那⾥，他将来审判活⼈和死⼈。

我们相信圣灵，神圣的天主教会，圣徒的共融，罪孽的赦免，⾝体的复活和永⽣。

新城教理问答今年在一声联谊会上对我们很有帮助。 它提供了52个简单的问题和答案，关于基督徒所相信的最重要

的事情。

使徒信经是对基督教信仰的较短，但更古老的总结。 我们不知道使徒们是不是自己写的。 也许它是在使徒死后一两



个世纪写的。 我们称它为使徒信经，因为它清楚地抓住了耶稣教导使徒的东西，以及使徒教导早期信徒的东西。

近2000年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公开说出了我们一分钟前读到的那些话。 那是因为基督教不是我们创造或发明的

东西。 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从神和生活在我们之前的信徒那里得到的。 我们是真正的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因信与耶

稣联合，我们彼此相连。

过去一周，我和家人一起在密歇根州。 总共有40人。 阿姨，叔叔，表兄弟姐妹，祖父母，团结在一个家庭中。 看

到很多我很久没见过的人感觉很好。 我感到与他们每个人都有联系，即使我们不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使徒信经很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是拥有数百万兄弟姐妹的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 如你所知，世界上有许多

宗教，甚至对基督教教义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我们需要使徒信经的另一个原因。

使徒保罗给以弗所基督教会的年轻牧师提摩太写信。 保罗希望提摩太牧师教导以弗所教会如何从谎言中认出真理。

保罗希望这个年轻的教会在成长过程中，对认识和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的理解。

我会先用英文读这些经文，然后我会祷告。 如果你正在使用平板电脑，或者你说的是屏幕上的四种语言之一，你可

以用上帝赐予你的美丽语言阅读文本。

提摩太后书 4：1-7 

1“我在　神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你：”

2 “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作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3“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

4“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

5“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作传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

6“我已经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

7“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灵啊，请

你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让我们再看一遍第1节：

“1 我当着神和基督耶稣的同在，控告你们，他要审判活人和死人，借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保罗以对提摩太的话以叮嘱开始。 叮嘱就像军官给士兵的指令或命令。 保罗说这些话不是仅仅基于他自己的权威。

根据犹太法律，法庭需要两名证人。 保罗提醒提摩太，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正在观察提摩太的事工。 耶稣是”活人

与死人”的审判者。 保罗知道，有一天耶稣会用神赐给他们的恩赐和机会来评估保罗和提摩太在地上所做的一切。

耶稣也会评价我的生活，以及你的生活。

你知道上帝在看着你做什么吗？ 在美国，我们非常致力于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独立。 我知道，对于来自压迫、严重

限制你自由的国家的你们来说，自由是一大幸事和宽慰。 压迫是邪恶的，自由是好的。 但绝对的自由是不好的。

这就是我们罪恶的心真正想要的。 这就是我们问题开始的地方。 我们不想要被问责。 我们想自己决定什么是真实

的。 但这不是真理的运作方式。 真理是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的东西。 但真理是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东西，而不是来

自我们。 這就是為什麼上帝的話語所帶來的良好教導對我們的靈性健康如此重要。 我们在保罗在第2节中给提摩太

的指示中看到了这一点。

“2 传道;在季节和季节之外做好准备;责备、责备和劝勉，完全忍耐和教导。

保罗给提摩太一些具体的指示，如何成为一个牧师。 这些经文也向所有基督徒讲述了如何成为真理的使者。 我们需

要时刻准备分享福音，并善于分享福音。 有时候分享福音的机会会发生在我们不喜欢的时候。 或者和我们不喜欢的

人在一起 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机会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事，我们应该“在季节里，在季节之外”做好准备。 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9月5日的教會閉關將包括學習和實踐傳福音的時間。 当我们与他人分享福音时，我们要有信心。

保罗还告诉提摩太牧师的另外三个责任。 责备不是一个普通的英语单词。 这意思是着纠正或指导。 牧羊人引导羊

群到安全的道路上，到有好草的地方。 牧师应该引导人们走上真理的道路。

警戒是第二责任。 如果有人不听真话，那么警戒可能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爱的话语，用来引起那些正在远离安全道

路的人的注意。

劝勉是第三项任务。 这意味着鼓励。 当你劝勉某人时，你是在提醒他们什么是好的和正确的。 你鼓励他们跟随神

的心，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心。 保罗在第1节和第2节中告诫提摩太。 保罗告诉提摩太，他需要准备好回应不同的人和

不同的情况。 有时一个人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需要鼓励。 其他时候，人们需要被责备。 他们需要一个温柔

的话语来纠正和引导他们。

但有时你已经纠正了某人， 他们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这时候他们需要用耐心和爱被警戒。 下面是一个示例。 如果



娜奥米让我在度假后打开行李箱的包装，她是在提醒我，我的行李箱在我们的卧室地板上弄得一团糟。 她劝我做我

知道是正确的事情。

如果我的行李箱在一周后仍然在地板上怎么办？ 我答应把它收起来，但我没有这样做。 那么娜奥米就有权责备我。

她可以说：“我心爱的丈夫！ 你知道当我们的房间一团糟时，我有多难过。 你答应过会打开行李箱的包装。 你为

什么对我的要求不敏感？ 也许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在第4章中，保罗说的是比手提箱更严重的事情。 保罗知道以弗所的人过着罪恶的生活，并教导其他人也这样做。

他们需要被纠正，有时还需受到指责。 让我们一起看第3和第4节。

“3 因为时间即将到来，当人们不会忍受健全的教学，但有痒痒的耳朵时，他们会为自己积累老师以适应自己的激

情，

4“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

在第1节和第2节中，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要对自己的言行和教导负责。 在第3节和第4节中，保罗说，听众也要负起

责任。 提摩太会教真话，但有些人不想听他的纯正的教导。 在英语中，”纯正的教导”是指”真正的教学”或”良

好的教学”。 为什么你认为人们有时无法忍受真正的教导？ 因为那样他们就要负责了。

如果我告诉我的青少年， ”你的房间一团糟”， 他可能会说 ”不， 不是！”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同意他的房间

一团糟，那他现在就有了责任。 你明白这回事吗？ 青少年如果能否认真相，他就不必接受打扫房间的责任了。

成年人也做同样的事情。 在这个国家有250年里，拥有奴隶是合法的。 数百万非洲人民在这里被奴役。 然而，我们

都知道，拥有另一个人是错误的。 因为神的道德律法写在我们心中。 但是奴隶主赚了很多钱。 他们不想相信奴隶

制是错误的， 就像我的青少年不想承认他的房间一团糟一样。 因为那样你就变得有责任了

在美国、南非和其他国家，奴隶主找来“随自己的私欲”的牧师和教师，正如第3节所说的。 你可以在此幻灯片上看

到，人们有两个选择。 他们可以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并且听忠实的老师的教导。 但他们的“耳朵发痒”想听有人

说： “奴隶制不是罪，拥有别人是可以的。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吗？ 

婚姻是上帝为男人和女人创造的契约关系。 神在创世记2：24中说： “因此，男人要离开他的父亲和母亲，紧紧抓

住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成为一体。 男人和女人的婚姻是上帝的设计。 当你观察我们的身体以及他们如何运作来生孩

子时，这也是常识。 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是全人类在整个历史上都这么做的。

但今天，有些男人想嫁给男人，女人想娶女人。 我们对他们所经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怜悯。 我们每个人都是破碎

的。 我们都在与深层而困难的事情搏斗。 我们必须同情那些对同性别的人有吸引力的人。 但是，当我们以真理的



道路取代神话和我们自己的激情时，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在

错误的道路上找到幸福与和平。 同性关系不能给你带来上帝想要的幸福，因为它与上帝对幸福的人际关系的设计相

矛盾。

我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想听到真相，如果它与他们所相信的相矛盾。 因为当你接受真理时，你可能不得不改变你的行

为。 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聖經的假老師。 过去，他们教过关于奴隶制的谎言。 今天，他们教关于婚姻和性别的谎

言。 假教师告诉他们的听众他们想听什么，而不是神说什么。

今天，互联网和YouTube充满了糟糕的教学。 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传教士是那些吸引“耳朵发痒”的人。 像乔尔·

奥斯汀（Joel Osteen）和本尼·欣恩（Benny Hinn）这样的假教师说，上帝希望你快乐、健康和富有。 他们不谈论

罪和悔改。 他们不谈论痛苦， 也不谈论作为上帝的仆人被献上 ”像酒一样被倒出来” 。

保罗在这些经文中说，教师和听众都应对虚假教学负责。 人们有责任拒绝假教师。 我们都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是否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下面，改变它所说的话，以符合我的想法和欲望？ 

还是我把我的生命和选择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下？ 

我的想法和欲望来自我，还是来自上帝？ 

圣经有时应该让我们不舒服。 你应该读你的圣经，发现它挑战你，推动你改变和成长。 如果《圣经》没有改变你的

思想和生活方式，那么你就不会以开放的心态和胸怀去阅读它。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罗马书12：1-2中读到的上帝的

话语。

1““所以弟兄们，我凭着　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作圣洁而蒙　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

奉。

2 不要顺服这个世界，但要因你心灵的更新而改变; 

藉着试炼，你们可以辨别出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良善的、可接受的和完美的。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5节，再读一些保罗对提摩太和我们的指示。

5 “至于你们，你们要保持清醒的心，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人的工作，完成你们的事工。

传道人是“好消息的使者”。 他们有幸告诉人们，神父非常爱他们，他派他的儿子耶稣为他们的罪而死。 但第5节

不仅适合那些走向世界的传教士。 我们都有一个使命要履行。 我们所有忠心地做事工的人，都会作为传道人“忍受

苦难”。为什么？ 如果我们是好消息的使者，为什么我们在事工期间会遇到反对？ 因为人类的心不喜欢耶稣为我们

的罪而死的想法。 如果神永恆的兒子必須死來赦免我，這意味著我的罪問題非常嚴重。

福音是救恩和永生的好消息。 但是，要理解和相信这个好消息，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和相信这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

我们都是罪人。 保罗在罗马书3：10-12中写到它。



“正如经上所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人们不想听到这个坏消息。 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不需要救主，你就不能得救。 在我们明白坏消息之后，我们准备

在罗马书10：9-10等经文中听到好消息。

“9 你们若公開宣告耶穌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從死裡復活，你們就必得救。

10 因为只有你心里相信，你才与神和好，只有公开宣告你的信心，你才得救。

福音的好消息意味着，当死人相信耶稣赦免他们的罪时，他们就会复活。 当父亲收养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时，破碎的

心就愈合了。 当我们接受圣灵时，我们被赋予了新的希望和新的目的。 我们都是绵羊，喜欢徘徊和迷路。 上帝的

话语是一个指南针，引导我们度过一个充满困惑和冲突的世界。 为了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道路，我们使用使徒信经

和新城市教理问答等工具。 它们不是经文，但它们是我们在经文中发现的真理的有益总结。 这些工具帮助我们在穿

越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

保罗在他生命的尽头写了这封信。 他开始回顾他的事工的历史。 這就是為什麼他在第7節中這樣說：

“7 我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我完成了比赛，我保持了信心。

我们希望保持作为个人和教会的信仰。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把神的話語靠近我們的心靈和頭腦。 如果你继续深入

研究圣经，你会有疑问。 很好。 让我和“一个声音团契”的其他领袖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和上帝的真理。 我们将

一起完成比赛，并保持信心。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絕對需要禱告，所以現在讓我們這樣做。

耶稣，你是生命的话语。 帮助我们把生命交给你，由你来评判生者与死者。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好的追随者，倾听真

相，这样会改变我们的心意。 我们想成为忠实的使者，他们通过耶稣的鲜血告诉别人救恩的好消息。 谢谢你把你的

鲜血倾注起来，作为献给上帝的祭品，这样我们才能得救。 请用圣灵团结我们，为父的荣耀。 我们以儿子耶稣基督

的名义祈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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