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后书： 6 12
提摩太后书：一6~12

提摩太前后书 第十四课…

6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 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7 因为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8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
总要按 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10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
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11 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
12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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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七月的暑假，我参加校园团契所主办的第二届青年宣道大会，
我为我未来的道路、为我未来的方向 恳切地在神面前祷告。
我为我未来的道路、为我未来的方向，恳切地在神面前祷告。
面对全职传道，寻求的过程我有三个心理是我没有办法去超越、去克服的…
1. 害怕的心理。我因为个性内向，害怕面对陌生人；
我的口才不好，想到要作传道人、每个礼拜要分享神的话语，
要在人的面前讲话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2 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传道是多么荣耀的工作，我这么渺小、
2.
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 传道是多么荣耀的工作 我这么渺小
平凡、败坏、才疏学浅，怎么能够来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呢？
3. 害怕、担心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做到底，
害怕面对困难、会中途而废。
传道的工作并不像别的工作，当面对别的工作，做不好、做不成，
可以转业 可以改行 但传道工作是 个终生的职志
可以转业、可以改行，但传道工作是一个终生的职志，
应该要在神的面前清楚上帝的呼召，
、环
恶，
虽然有困难、环境险恶，
但是一旦是神的托付，就应该要坚持到底。

提摩太后书： 13 18
提摩太后书：一13~18
13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14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15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16 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炼为耻，
17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
18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事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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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次的聚会，神透过唐崇荣牧师宣读 提后一7-12 给我这三个问题
有很确切的答案，让我知道上帝呼召我、让我这 生以祈祷、传道为事。
有很确切的答案，让我知道上帝呼召我、让我这一生以祈祷、传道为事。
每一次当我在事奉当中、有怀疑、信心软弱、面对极大的艰难走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再一次地来思想上帝所呼召我的这段经文，
也让我再一次从神的话语里面重新得着力量，让我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

每一个属神的仆人、属祂的儿女，都有神所给我们特殊的恩赐和才能，
无非是要事奉神、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也是要用来建立教会的。
在提摩太那个时代，可能是因为面对整个时局的险恶、面对种种的困难，
原本一个事奉神的热忱，就好像火慢慢地要熄灭了一样，
但是保罗鼓励他、提醒他，要好好地、再一次地发挥这些的恩赐，
因为这些恩赐的发挥，不仅对个人有极大的影响和帮助，
也对整个教会 对上帝国度的扩展 有非常大的助益
也对整个教会、对上帝国度的扩展，有非常大的助益。

我们上次提到保罗勉励提摩太，因为他有一个优良家庭的属灵传统，
以致他对神有 个真实的信靠 保罗就提醒他要把那个恩赐
以致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信靠，保罗就提醒他要把那个恩赐
再一次地如火挑旺起来。所以怎么样作一个中流砥柱呢？

保罗之所以如此地提醒、鼓励，
乃是因为神所赐的圣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虽然对我们一己而言，面对环境的艰难、
许多的苦难，也许我们会信心软弱
 但是不要忘记，圣灵的能力是我们可以刚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灵的能力 我
在
我想在每一个事奉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的难处，
这些的难处会带给我们恐惧 害怕 胆怯，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着能力，
这些的难处会带给我们恐惧、害怕、胆怯，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着能力，
我们就有一个刚强的灵，可以来面对、可以来超越。

恩赐的挑旺
一、恩赐的挑旺。
一6-7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提醒」有想起来的意思，
保罗要提摩太回想当时神是如何把属灵的恩赐
保罗要提摩太回想当时神是如何把属灵的恩赐，
透过保罗跟其他的同工，为他按手而加在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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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罗要提摩太一起来同担许许多多的苦难。
一8-12
8 12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
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
作使徒，作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当年耶稣所带领的门徒，在耶稣基督被捉拿受害的时候，
他们都四散 逃跑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 害怕自己也被捉拿
他们都四散、逃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害怕自己也被捉拿。
后来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后来升天，神将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
他们就脱胎换骨，即便在敌对的人面前仍然勇敢的向不信的人作见证、传福音。
神的灵也是一个仁爱的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以致于让我们用一个爱神、爱人的心来去服事，能够胜过内心的恐惧害怕。
神的灵也是一个谨守的灵，
「谨守」代表的意思是有聪明、有心思的一个自制，
在自制当中 能够作一个最正确的判断 也让我们
在自制当中，能够作一个最正确的判断，也让我们
有清晰的头脑，面对不同的环境作最好的判断、反应。
保罗要提摩太把这个恩赐要如火挑旺起来，
乃是因为圣灵已经在他的身上，
圣灵是刚强的灵、圣灵是仁爱的灵、圣灵是谨守的灵，
当我们每
当我们每一天被圣灵充满、每一天与圣灵同步，
被圣灵充满 每
与圣灵同步
我们活在圣灵的引领当中，我们就能够胜过那种害怕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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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继续勉励提摩太，在消极方面：要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
「为耻」在这段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三次 意思就是以为羞耻
「为耻」在这段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三次，意思就是以为羞耻。
保罗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下到监牢，以致于提摩太认为保罗下在监对他而言，
影响到他对 音 传扬、影响到他作 个传扬真道 仆 ，
影响到他对福音的传扬、影响到他作一个传扬真道的仆人，
保罗在消极方面勉励提摩太：
在这个时代传扬真道，必然要为福音、为真道而受苦，
千 不要以福音为耻
千万不要以福音为耻，要像跟保罗一样来同受
像
样来 受
这些传道过程里面，所要遭遇到的许多的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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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会以我们的信仰、作为一个基督徒，
好像有一点羞辱
好像有
点羞辱，不敢在人的面前表达我们的信仰，
不敢在人的面前表达我们的信仰
乃是因为我们对信的福音并不了解，以致于我们会以福音为耻。

在消极方面，不要以福音为耻，
在积极方面 保罗要提摩太为福音 为真道而受苦
在积极方面，保罗要提摩太为福音、为真道而受苦。
福音的内容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而完成的，
是上帝主动的拣选、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这个恩典跟拣选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不是在现在、而是在万古之先，
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在宇宙万物还没有被创造之前，
上帝就已经预备 也安排了整个的救赎计划
上帝就已经预备、也安排了整个的救赎计划，
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祂的福音里面有分…
 福音的成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成就的，
福音的成就 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成就的，
让人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
让人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福音的功效—是让我们罪得赦免
 福音的功用—是让我们依靠福音的能力，能够面对人生各样的环境跟苦难
因为我们拥有了神所赐永恒的生命，让我们越过了死亡，
因为我们拥有了神所赐永恒的生命
让我们越过了死亡
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得享祂永远的福乐，这是福音的内容。

保罗之所以不以福音为耻，乃是因为他认识福音、
经历了福音、而且他受神的托付成为一个传道、一个师傅、一个使徒，
领受了神所给他这三重的职事，竭尽所能地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
以致于保罗说 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
以致于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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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以怎么样作一个中流砥柱呢？就是要好好地持守善道。
一13-14
13 14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如果我们像保罗那样子的深知所信的是谁，
深信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于祂的，
深信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于祂的
那我相信—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苦难，
就可以像保罗一样可以得胜、超越，
 不会被苦难的环境所压迫，让我们害怕、恐惧、不能够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反倒因着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因着我们对神的真道的把握跟经历，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都可以勇敢地来为主作见证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勇敢地来为主作见证，
在任何敌对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靠着主的能力把真道传扬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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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罗提出当时的借镜…
一15-18
15 18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炼为耻，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事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在这段经文提到有关于上帝的话语是美善的，它是美善的、纯全的，
这是神话语的本质，我们要好好地去持守它。怎么样地持守呢？
持守它 怎
经文说到：我们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要牢牢地守着。
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产生 个紧密连结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产生一个紧密连结的时候
它就把对神的信心和爱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透过神所赏赐在我们里面的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住这个善道，
让这个善道不会失落、不会被扭曲、不会被打破，可以完全地被保守，
然后继续不断地来传扬出去。

这里保罗提到有两类的同工，一类的同工是负面的，
这里保罗提到有两类的同工，
类的同工是负面的，
腓吉路、黑摩其尼，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一次，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生平、表现，并不了解。
这两个人显然是教会的领袖，当保罗在面对时局险恶的时候，
这一些领袖不仅没有帮助保罗、没有雪中送炭，
反倒对保罗不闻不问 没有对保罗施加援手袖手旁观
反倒对保罗不闻不问，没有对保罗施加援手袖手旁观，
以致于保罗面对同工这样子的态度，他非常的心寒、难过，
有许多的人离弃保罗，好像跟保罗划清界线，
不愿意跟他有多的互动、适时地来帮助保罗。

我们需要透过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我们需要透过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圣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可以原原本本、忠忠实实地来持守这个善道的内容，
让神的话语不折不扣、忠实地、继续不断地被教导、被传扬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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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一个非常好的同工—阿尼色弗，
 不仅他来到罗马、找到了保罗，并且殷勤地来服事他。
 在保罗坐监的光景里面，阿尼色弗所表现的
不仅没有害怕环境的艰难，反倒看见保罗的光景，
发挥神所给他极大的爱心，找着了保罗、并且殷勤地服事保罗，
让保罗的心非常地畅快
「畅快」就是让保罗重新得着能力的意思，
「畅快」就是让保罗重新得着能力的意思
我相信因着阿尼色弗的事奉，能够让保罗心里面得到了从人而来的温暖，
以致于让保罗虽然面对环境他有一些的沮丧，
但是因着阿尼色弗的服事让他的心可以得着畅快、能够刚强起来。
神也要我们在这个时代作中流砥柱，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恩赐、好好地来服事神，
了解 音 真
了解福音的真理；要为着福音，与神的仆人一同受苦；
着 音
神
同受苦
靠着圣灵、借着在我们里面的信心、爱心，牢牢地持守善道；
以同工来作为我们的借镜、作为我们的榜样
以同工来作为我们的借镜、作为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代，成为神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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