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三1~9

提摩太前后书 第十七课…

1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2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3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4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宴乐 不爱 神，
神
5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6 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7 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8 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9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
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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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淤泥而不染

1

提后三 保罗要提摩太留意现在所处的环境跟时代，
 保罗指出当时的时代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保罗指出当时的时代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让提摩太知道当时时代的特性
 帮助提摩太，让他不会受到当时的败坏、罪恶的世界所影响
他鼓励提摩太要保守圣洁，要了解这个时代的需要，
并且按着这个时代的需要，来供应、来传讲上帝的话语，
虽然身处在罪恶败坏的世代 但是要让他保守圣洁
虽然身处在罪恶败坏的世代，但是要让他保守圣洁、
出淤泥而不染，以致于能够完成神透过他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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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一开始，就一系列地针对所处的时代，
许多人性的问题 人的许多外在表现的许多现象，
许多人性的问题、人的许多外在表现的许多现象，
做一系列的陈述，有几个特点…
1. 所描绘的用词全部都是负面的。
2. 所用的这些的字眼、字汇，在圣经里面出现并不多，
有的甚至只有出现一次，所以实际上它所代表的含义，
至今并不清楚所描绘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至今并不清楚所描绘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3. 总共列出十九项，是当时整个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

怎么样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首先必须认识危险今日的光景，
三1-5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谤讟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这十九项，大概可以把它分作四个大类…
1. 代表人跟神之间关系的破裂。
2. 代表的人心险恶的一个状况。
3. 强调的是人的自我中心，人因为自我，所以不顾到跟神、
也不顾到跟人之间的关系。
4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阻隔。
4.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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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分别按照这四个大项，来一一地做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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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贪爱钱财，人想要用钱财来作为他的主人。
钱财的魔力非常的大 在这个世界 人想要以追求金钱
钱财的魔力非常的大，在这个世界，人想要以追求金钱
来成为人的满足、来成为人的安全感的所在。
我们期待赚更多的钱、希望钱能够带给我们生活品质的享受跟改善，
所以今天当人找不到神的时候，人就用金钱来作为他的主人。

第一大类、人跟神之间的阻隔。
人内心里面对神都有一些的渴望
人内心里面对神都有
些的渴望，人希望能够认识神、
人希望能够认识神
希望跟这位看不见的神建立关系、希望从神那里得着一切的福祉，
但是很可惜的—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
人是有罪的、神是无罪的，
所以人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寻找神，是没有办法寻找，
当人找不到神的时候 人就常常会用许多的事物来替代神
当人找不到神的时候，人就常常会用许多的事物来替代神。

三、人爱宴乐、不爱神，「宴乐」代表我们人生的享受。
我的意思不是说信主的人不必享受人生 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说信主的人不必享受人生，不是，
而是在那个时代人在生活里面，贪求物欲、食欲、性欲的满足，
所以整天在追求生活的享受，以生活享受来作为 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整天在追求生活的享受，以生活享受来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殊不知人生不是只有身体的需要，人生还有精神、在心灵方面的需要，
更重要的，人还有灵魂的需要，如果没有以神来当作我们人生的首位，
就算赚得再多的金钱、拥有再好的生活享受，
算
多
有
但是内心仍然充满了许多的虚空、仍然有许多的不满足。

到底人会用什么事物来替代神呢？
、谤讟，就是反叛神、悖逆神的意思，乃是因为
一、谤讟，就是反叛神、悖逆神的意思，乃是因为
人想要以自己来作神，人想要自己来主宰一切，
所以当人想要任意妄为不要神作神，是想自己作神，
谤讟所代表的是人用自己来替代神。
可是当人想要自己作自己主宰的时候，
发现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
发现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
诗篇十六人用别的来代替神，他的愁苦就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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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类、人的自我为中心、充满了自我，
以致看不见别人 当然更看不见神。
以致看不见别人、当然更看不见神。
这里用到好多的辞汇有关于自我的：像专顾自己、自夸、狂傲、
自高自大…，都是描绘人心中没有神，人就把自己无限量的膨胀。
可是当我们一个属神的人被神的救恩所得着，应该要从自我里面走出来，
我们应该把上帝的需要、把上帝的旨意、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先。
 在英文里面有所谓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这是英文的文法规则，
在英文里面有所谓的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这是英文的文法规则
 但是希伯来人懂得人际之间的优先的次序，所以对希伯来文来讲—
第一人称是「他」、第二人称是「你」、第三人称才是「我」
就犹太人、就希伯来人他们正确的一个关系，是把神摆在生命的第一位，
然后把别人的需要摆在我生命的第二，然后把我摆在生命的第三。

如同圣经所说的：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还有谁能够用金钱来换取生命呢？
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唯有回到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面前，
从祂的身上能够得着最深的满足、喜乐、平安。
人常常有着一副敬虔的外貌，但是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那个敬虔不是真正的、不是从内而发出的，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
虽然人也期待运用许多的宗教来寻找到神、来找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
虽然人也期待运用许多的宗教来寻找到神 来找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
但是许多的宗教信仰、甚至有的基督徒，也把基督的信仰当作只是一个形式，
只是 个外表的仪式，我们遵守 些仪式想要讨神的喜悦。
只是一个外表的仪式，我们遵守一些仪式想要讨神的喜悦。
但是无论是形式也好、仪式也好，甚至有人把基督的信仰当作是一种祈福的信仰—
我盼望我的人生能够得着更多的福分，所以我来信靠祂，
我希望从祂得着健康、福气、金钱、很多的享受，
希
着
许多人信仰的心态根本就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所列的这十九项里面，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所列的这十九项里面
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讲到有关于人跟神关系的隔绝。

不仅在保罗当时的时代，人用自己、用金钱、用宴乐来代替神，
不仅在保罗当时的时代
人用自己 用金钱 用宴乐来代替神
其实我们看今天的世代，何尝也不是如此呢？

因着有这个正确的次序，以致于我们的人生才有一个圆融的关系。
在当时的时代，整个社会败坏罪恶的问题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人的自我 让我们就看不见别人的需要
因为人的自我，让我们就看不见别人的需要，
因为人的自我，让我们就悖逆神、而不以神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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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类、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和诡诈。
这段经文用到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卖主卖友 ，
这段经文用到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卖主卖友…
都是讲到在人的心里面有许多的邪恶。
虽然人有一个美丽、端庄的外表，但是在人的内心里面，
有许多的思想、意念，并不是别人所能够了解的。
我可以把一些言语表达给你，但是绝对不敢把我内心里面所想的、
甚至把我的动机告诉你 因为在我的思想 动机里面
甚至把我的动机告诉你，因为在我的思想、动机里面，
有许多是不堪的、骯脏的、污秽的。

第四大类、人际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这里提到
违背父母、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 都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破裂。
违背父母、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都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破裂。
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应该是最亲密的、最有更多的爱来彼此地对待跟表达的，
但是很可惜的，人因为心中充满了各样的邪恶，不仅我们不能够体会
父母亲养育我们的恩情，反倒我们悖逆、违背他们，
孝道在全世界、在人伦的关系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可是在当时的世代 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不仅是违背父母
可是在当时的世代，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不仅是违背父母，
而且根本不看重家人之间亲情的关系。

而在当时，这些人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包括放荡、不能够控制自己，
 这里的不能自约，就是不能够自制、不能够控制自己
 而且提到的性情凶暴，就是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
不仅不能够作情绪的主人、反倒作了情绪的奴隶，
不仅不能够体会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反倒还忘恩负义，
不仅不能够正当地来对待他 反倒当别人对待我们好的时候
不仅不能够正当地来对待他，反倒当别人对待我们好的时候，
忘记了他的恩典、反倒以恶来报善

以致于在面对跟其他人的相处里面，有所谓的「不解怨」，
就是不愿意跟别人有和睦的关系，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亏欠，
老是耿耿于怀、永远都不能够有一个饶恕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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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饶恕跟赦免，所以什么是福音？
福音的核心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在祂面前承认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亏欠 伤害我们的人
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亏欠、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也要用上帝所给我们饶恕的恩典来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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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教师是怎么工作的呢？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进到信徒的家庭里面，
是以破坏家庭来作为他们主要的诉求。
家庭的制度，是整个社会许多关系里面最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许多因为破碎的婚姻带来破碎的家庭，许多的家庭正在
陆续地瓦解当中，因为有许多的罪恶、因为人的许多的问题，
以致于让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亲子的关系破裂。

保罗用很简单的篇幅就再再地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世代
人跟神之间有很大的阻隔；
人心中充满着各样的自我，以致于人看不见别人的需要；
人的内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没有讨神的喜悦；
人际之间也充满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问题。
不仅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也要看看当时这些的行为表现，
其实也是那些假教师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表现…
其实也是那些假教师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表现

而家庭里面什么样的人容易受假教师的影响呢？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些的妇女，
而家庭里面什么样的人容易受假教师的影响呢？经文里面提到有
些的妇女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妇女就很容易受骗上当，不是，
以弗所教会
，
妇
异端
而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些妇女就受到这些异端、假教师的影响。
这些的妇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圣经说到这些妇女无知，因为她们无知，
 很容易的、没有分辨的能力，就受到假教师的影响，思想就被假教师所控制
 虽然她们也很想来明白真道，但是假教师所传讲的就是错谬的道理，
虽然她们也很想来明白真道 但是假教师所传讲的就是错谬的道理
因为她们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她们就落在各样的迷惘里面，
并且她们陷溺在各人本身的私欲的里面
以致于她们虽然学习、虽然渴慕，但是终究不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真道。

三6-9 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
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像那二人一样
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
样。
他马上转变到在教会里面影响弟兄姐妹的假教师的身上，
所以很明显的刚才保罗所叙述的这些社会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的现象，
而这些的行为表现，也在一些假教师的身上来显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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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引用了在出埃及记里面
那些敌挡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两个假教师，
保罗也说到这些假教师他们基本上
虽然他们在那里做许多破坏的工作，
但是至终他们的心地是坏的、他们道德破产的，
并且他们不能够与这位真神来作抗衡，
他们的工作到最后注定是要失败的。
他们的工作到最后注定是要失败的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提后三1-9
 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时代、掌握这个时代的问题
 让我们也确切地知道这时代的需要，以致于
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神所合用的工人
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
并且让我们能够透过传扬真道力挽狂澜，
以致于让这个时代许多的人
以致于让这个时代许多的人，
他们能够找到真光、能够回到真神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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