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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后书  

 我，保罗，奉上帝的意旨，成为 
 基督耶稣的一名使徒，就基督耶 

 稣里生命的应许之事， 2  致信给亲爱的 
 儿子提摩太  。  愿父上帝和我们主基督 
 耶稣的恩典、怜悯与和平属于你  。 

 感   谢与鼓励  
3 我感谢上帝，我就象祖先一样用  

 清白的良心侍奉他，我在日夜的祈祷 
 中，总是想起你  。 4 一想起你为我流的 
 泪，我就渴望见到你，好让我能够充 
 满快乐  。 5 我想起你真诚的信仰，这信 
 仰起初属于你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 
 基  ，我  相信现在你也有了这信仰  。 6 所 
 以我提醒你，当我把手放在你身上   * 
 时，你从上帝那里领受到的恩赐象火 
 一样燃烧不熄  。  7  因为上帝赋给我们  
 灵，不是让我们胆怯，而是让我们充 
 满力量、充满爱心和自律  。 

8 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也不要因为我为他成了囚徒而感到羞 
 耻  。  凭上帝赋予你的力量，和我一起 
 为福音共患难吧   。  9  他拯救了我们，  
 召唤我们去过神圣的生活，这不是因 
 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他自己的目 
 的和恩典  ，  这恩典是他在时间开始之 
 前就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  。 10 只 
 不过，现在通过我们的救世主基督耶 
 稣的降临而显示给了我们  。  他消灭了 
 死亡，并且通过福音揭示了生命和不 
 朽  。 11  为了传播福音，我被任命为传 

 手放在你们身上：表示保罗有来自上帝的力量，  
 给了提摩太特殊的祝福。  

 教士、使徒和老师  ， 12  我因此才忍受 

1  这些苦难  。  不过我不感到羞耻，因为 
 我了解他，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并且坚信他能保护他托付给我的一  
 切，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 13 要遵守你  
 从我这里听到的教导并奉为准则  ，  要 
 怀着对基督耶稣的爱心和信仰去做这 
 些事   。 14 要通过生活在我们心中的圣  
 灵，守卫这珍贵的信任  。 

15  正如你所知，所有的亚西亚省  
 人，包括腓吉路和黑摩其尼人都抛弃 
 了我   。 16 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人，  
 因为他曾多次安慰我，并不因为我成 
 为阶下囚而感到耻辱   。 17  相反，他一 
 到罗马就四处寻找我，直到找到我为 
 止  。 18  愿主在那天（基督审判世界并 
 和他的子民共同生活的那天  。  ）许给 
 他怜悯  。  你很清楚我在以弗所时他在 
 各方面是怎样为我服务的  。 

 基   督耶稣的一名忠诚战士  
 至于你，我的儿子，通过在基督 
 耶稣里的恩赐，坚强起来吧  。 2  把 

 当着许多证人的面从我这里听到的一 
 切，托付给值得信赖并能够教导别人 
 的人  。  3 象基督耶稣的好战士一样， 
 和我一同共患难吧  。  4  服役的士兵，  
 不能纠缠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因 
 为他要尽力取悦自己的指挥官   。  5  如  
 果一个人参加体育比赛，除非他完全 
 遵守规则，否则，他是不会赢得桂冠 
 的   。  6  辛勤劳作的农民应该首先享受  
 丰收的果实  。  7  我希望你思考我所说  
 的话，主会赋予你理解这些话的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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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要记住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  
 活，是大卫   *  的   后代，这是我传播的 
 福音的精髓   。  9  为了福音我受苦受  
 难，甚至不惜象罪犯一样戴上镣铐  。 
 但是上帝的信息是锁不住的   。 10 我为  
 了上帝的选民忍受一切，是为了让他 
 们伴随着永恒的荣耀，也在基督耶稣 
 中得到拯救  。 
11  下面这话是可信的： 

 如果我们与他同死  ， 
 就能与他同生  。 

12  如果我们忍耐  ， 
 就能和他共同统治  。 
 如果我们否定他  ， 
 他就否定我们  。 

13  即使我们不忠实  ， 
 他依旧忠诚  ， 
 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  。 

 得到赞许的工作者  
14 要不断地提醒人们这些事情  。要 

 在上帝面前郑重地警告他们，不要强 
 词夺理，这种争吵毫无益处，只会毁 
 掉听众  。 15  要竭尽全力作一个蒙上帝 
 称赞问心无愧的工作者，直截了当地 
 使用上帝真理的信息   。  16  要避免空  
 虚、庸俗之谈，因为那只会让人们离 
 上帝越来越远  。 17  这些人的教导就象 
 坏疽一样四处扩散   。  许米乃和腓理徒 
 就是其中之人  。 18  他们已经偏离了真 
 理，说复活已经发生过了  。  他们正在 
 毁灭一些人的信心  。 19  不过上帝奠定 
 的基础是坚实稳固的，在它上面刻  
 着：“主知道那些属于他的人  。  ”还 
 有，“任何自称属于主的人必须离弃 
 邪恶  。” *

20 一栋大宅子里不仅有金银器皿， 
 还有木器和陶器  。  有些物品用于高雅  
 的场合，有些用于一般场合   。 21 如果  

 大卫：耶稣之前一千年的以色列王。  

 十九节：参见旧约《民数记》16:5. 

 一个人使自己清除了这些不洁，他就 

 会成为用于高贵场合的器皿，就会变 
 得圣洁，对主人有用，随时准备用于 
 各种善事  。 

22 不要年少气盛，要和那些心地纯 
 洁、信主的人一道追求正义、信仰、 
 爱与和平   。 23  要避免愚蠢的争论，因 
 为那只能导致更大的争论  。 24  作为主 
 的仆人，不可争吵，而应该待人善  
 良，循循善诱，宽大为怀  。 25  对于反 
 对他的  人，他  必须和和气气地规劝他 
 们，希望上帝能让他们悔  改，使  他们 
 认识真理， 26  以便他们醒悟，摆脱魔 
 鬼的陷井，免得在那里成为魔鬼的俘 
 虏，受他的驱使  。 

 最   后时刻  
 你要知道，在末日里，困难的时 
 刻会降临在我们身上  。 2 那时人们 

 会自私、贪婪、自夸、骄傲、亵渎圣 
 灵，不孝敬父母、不善良、没有信  
 仰、 3  不互爱、不宽恕人、造谣诽谤、 
 缺乏自制、野蛮、嫉善如仇， 4 他们出 
 卖朋友、鲁莽、骄傲自满、爱享乐胜 
 过爱上帝  。 5 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但 
 是却否认它的权力   。   要离他们远远  
 的  。 6  我说这话，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 
 人混进别人家里，控制意志薄弱的女 
 人  。  这些女人充满了罪恶，受各种邪 
 念驱使  。 7 她们虽然一直努力学习，但 
 绝对不能彻底地认识真理  。 8 就象雅尼 
 和佯庇曾反对摩西一样，这些人反对 
 真理  。  他们内心败坏，在信仰上是失 
 败者  。 9 但是，他们是不会成事的，因 
 为他们的愚蠢就象亚尼、佯庇的一  
 样，会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  。 

 最   后的指示  
10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教导、我的生 

 活方式和目标，知道了我的信仰、忍 
 耐、爱心、毅力， 11 以及我所遭受的  
 迫害和承受的痛苦   。  你知道我在安提 
 阿、以哥念和路司得所遇到的事情和 
 我遭受到的恶劣的迫害！但是主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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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切之中解救了出来   。  12  事实  
 上，所有在基督耶稣之中立志按上帝 
 的愿望生活的人都将受到迫害  。 13 不 
 过，坏人和骗子的处境会每况愈下， 
 即欺人又欺己  。 

14 但是，你应该坚持你学到的和确 
 信的真理  。  你认识并且可以信仰那些 
 向你传授真理的人  。 15 你也知道，你 
 从小就了解《圣经》  。  通过对耶稣基 
 督的信仰，它能够赐给你走向拯救的 
 智慧   。 16 既然《经》的每一条都是上 
 帝所赐，因此它对教授真理、说服罪 
 人和纠正错误以及指导人过道义的生 
 活都是有益的  。 17  它使为上帝服务的 
 人得到充分的准备，具备了行善所需 
 的一切  。 

 我在上帝和将审判活人和死人的 
 基督耶稣面前，凭着基督的再现 

 和他的王国郑重地命令你： 2  传播福  
 音  ；  不论时机是否方便，你都要履行 
 这一职责  。你要  说服人们去做该  做的  
 事情，警告和鼓励人们   。要   用极大  
 的耐心和细致的指导去做这些   。  3 我 
 这么说，是因为总有一天，人们会不 
 愿听从这健全的教导，而去为他们自 
 己搜罗适合自己爱好的教师，好来满 
 足他们发痒的耳朵  。  （这  些教师只说 
 他们想听的话  。） 4 他们对真理掩耳不 
 听，反去听信传说   。  5  但是，你无论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控制自己，忍受 
 痛苦，做福音传教士的工作，执行上 
 帝赋予你的职责  。 

6 我就象祭奠的酒一样，已泼洒出 
 去了，我离世的时刻已经来临   。  7  我  
 已经参加了一场高尚的比赛，我已经 
 完成了竞赛  。   我坚持了信仰   。  8  现在 
 胜利者的桂冠在等着我，它是我过正 

4

 义生活的奖赏  。  正义的法官－主在那 
 天   *  会赐给我这顶桂冠，他不仅赐给 
 我，也赐给所有满怀爱心等待他重现 
 的人们  。 

9 请尽快来见我， 10  因为底马贪爱  
 现世，已撇下我去了帖撒罗尼迦，  
 革勒士去了加拉太，提多去了达马  
 太  。 11  只有路加和我在一起  。  找到马 
 克，来时把他一同带来，因为他能  
 帮助我的工作  。 12  我派推基古去了以 
 弗所  。 

13 你来时，把我在特罗亚时丢在加 
 布家的外套带来，还有我的书，特别 
 是把羊皮卷书带来  。 

14 铁匠亚历山大害我不浅，主会根 
 据他的表现报应他的  。 15 你也一定要提 
 防他，因为他极力反对我们的教导  。 

16 我第一次为自己辩护时，没人来 
 帮助我，相反，他们都抛弃了我  。  愿 
 上帝不要加罪于他们   。 17  但主站在我 
 这边，给了我力量，让我能够彻底传 
 播这信息，使所有的异教徒听到  。  我 
 是从狮子口中被解救出来的   。 18 主将  
 把我从各种邪恶的攻击里救出来，安 
 全地带到他的天国   。  愿荣耀永远、永 
 远属于他，阿门  。 

 最后的祝福  
19 问候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色弗 

 一家人  。 20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 
 因为特罗非摩病了，我就让他留在米 
 利都了  。 21  请你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 
 入冬以前来  。 

 友布罗、布田、利奴、革老底亚  
 和所有兄弟们都问候你  。 

22 愿主与你同在  。  愿上帝的恩典与 
 你们同在  。 

 那天：基督会来审判所有的人，并带上他的子民  
 与他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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