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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11    春季班主⽇學 第四課 保羅書信（三）     邵陽編寫  創作背景：       保羅第⼆次旅⾏佈道後寫成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52 保羅獲釋，再往探訪教會，恢復宣教⼯作    62－66 寫成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62－65 保羅被捕，在羅⾺下監       66－67 在獄中寫成提摩太后書       67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均創作於第⼆次旅⾏佈道途中的哥林多。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主耶穌必再來（前書）； 他還未降臨（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描寫帖撒羅尼迦⼈如何得著神的道 提及他們在信⼼，愛⼼，忍耐上有⾧進 教導主回來的迫切性 糾正關於這事件的誤解 安慰及⿎勵聖徒 肯定將來會審判基督的仇敵 論及教會 論及撒但，敵基督及世界 4：13-18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2：1-2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論及主再臨（parousia）（來臨，臨在）-4：15 論及末世的事（apocalupsis）（顯現）- 7 論及基督的⽇⼦（⽐較腓利⾨書1：10） 論及主的⽇⼦（帖後2：2） 第⼀階段（被提） 第⼆階段（顯現） 基督來迎娶新婦-教會 基督與新婦⼀同回來 基督來到空中 基督回到地上 災難開始 建⽴千禧年國度 即時會有解釋 先出現許多象徵 提出⼀個安慰信息 提出⼀個審判信息 強調那為教會安排的計劃 強調那為以⾊列⼈及世界安排的計劃 那解釋是⼀個奧秘 在兩約裏已預⾔這個顯現 信徒受審 外邦⼈及以⾊列⼈受審 以⾊列的約還未成就 以⾊列所有的約已經成就 只有信徒受影響 所有⼈受影響 教會被帶到主⾯前 以⾊列被帶進國度裏   ⼤綱⼤綱⼤綱⼤綱：：：：    帖撒羅尼迦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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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 （1：1－3：13） ⼀間充滿活⼒的地⽅教會（1：1-10） ⼀個成功的基督⼯⼈（2：1-16） 遠距離牧養信徒（2：17-3：13） 2. 前瞻 （4：1-5：28） 取悅神的⽣命 （4：1-12） 主的再來 （4：13- 5：11） 信徒的⾔⾏ （5：12-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章： 被提之前：逼迫（⼤災難） 第⼆章： 顯現之前：敵基督（罪惡之⼦） 第三章： 基督徒該如何⽣活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帖撒羅尼迦前書 “ ⼜願你們的靈與魂與⾝⼦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  （5：23下） 帖撒羅尼迦後書 “ 你們要站⽴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2：15） 鑰字鑰字鑰字鑰字：：：：    帖撒羅尼迦前書 弟兄，主，聖潔，患難，降臨，福⾳，道，⽇⼦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主，⼤罪⼈/不法，顯露，感謝，惡 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提摩太後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提摩太後書 主要是教牧性的 較少是教牧性的 主要是個⼈性的 護衛福⾳（6：20） 實踐福⾳（3：8） 宣揚福⾳（4：20）  提摩太，提多和保羅的關係及寫作背景  ⼤綱⼤綱⼤綱⼤綱：：：：    提摩太前書：敬虔與教牧關懷 1. 囑咐提摩太 （1：1－20） 健全的教義（1：1-11） 恩典和征戰（1：12-20） 2. 指⽰提摩太 （2：1-6：21） 教會的公開崇拜 （2：1-15） 



 3 

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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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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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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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11    春季班主⽇學 第四課 保羅書信（三）     邵陽編寫  創作背景：       保羅第⼆次旅⾏佈道後寫成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52 保羅獲釋，再往探訪教會，恢復宣教⼯作    62－66 寫成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62－65 保羅被捕，在羅⾺下監       66－67 在獄中寫成提摩太后書       67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均創作於第⼆次旅⾏佈道途中的哥林多。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主耶穌必再來（前書）； 他還未降臨（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描寫帖撒羅尼迦⼈如何得著神的道 提及他們在信⼼，愛⼼，忍耐上有⾧進 教導主回來的迫切性 糾正關於這事件的誤解 安慰及⿎勵聖徒 肯定將來會審判基督的仇敵 論及教會 論及撒但，敵基督及世界 4：13-18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2：1-2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論及主再臨（parousia）（來臨，臨在）-4：15 論及末世的事（apocalupsis）（顯現）- 7 論及基督的⽇⼦（⽐較腓利⾨書1：10） 論及主的⽇⼦（帖後2：2） 第⼀階段（被提） 第⼆階段（顯現） 基督來迎娶新婦-教會 基督與新婦⼀同回來 基督來到空中 基督回到地上 災難開始 建⽴千禧年國度 即時會有解釋 先出現許多象徵 提出⼀個安慰信息 提出⼀個審判信息 強調那為教會安排的計劃 強調那為以⾊列⼈及世界安排的計劃 那解釋是⼀個奧秘 在兩約裏已預⾔這個顯現 信徒受審 外邦⼈及以⾊列⼈受審 以⾊列的約還未成就 以⾊列所有的約已經成就 只有信徒受影響 所有⼈受影響 教會被帶到主⾯前 以⾊列被帶進國度裏   ⼤綱⼤綱⼤綱⼤綱：：：：    帖撒羅尼迦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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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 （1：1－3：13） ⼀間充滿活⼒的地⽅教會（1：1-10） ⼀個成功的基督⼯⼈（2：1-16） 遠距離牧養信徒（2：17-3：13） 2. 前瞻 （4：1-5：28） 取悅神的⽣命 （4：1-12） 主的再來 （4：13- 5：11） 信徒的⾔⾏ （5：12-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章： 被提之前：逼迫（⼤災難） 第⼆章： 顯現之前：敵基督（罪惡之⼦） 第三章： 基督徒該如何⽣活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帖撒羅尼迦前書 “ ⼜願你們的靈與魂與⾝⼦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  （5：23下） 帖撒羅尼迦後書 “ 你們要站⽴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2：15） 鑰字鑰字鑰字鑰字：：：：    帖撒羅尼迦前書 弟兄，主，聖潔，患難，降臨，福⾳，道，⽇⼦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主，⼤罪⼈/不法，顯露，感謝，惡 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提摩太後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提摩太後書 主要是教牧性的 較少是教牧性的 主要是個⼈性的 護衛福⾳（6：20） 實踐福⾳（3：8） 宣揚福⾳（4：20）  提摩太，提多和保羅的關係及寫作背景  ⼤綱⼤綱⼤綱⼤綱：：：：    提摩太前書：敬虔與教牧關懷 1. 囑咐提摩太 （1：1－20） 健全的教義（1：1-11） 恩典和征戰（1：12-20） 2. 指⽰提摩太 （2：1-6：21） 教會的公開崇拜 （2：1-15） 



 3 

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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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 （1：1－3：13） ⼀間充滿活⼒的地⽅教會（1：1-10） ⼀個成功的基督⼯⼈（2：1-16） 遠距離牧養信徒（2：17-3：13） 2. 前瞻 （4：1-5：28） 取悅神的⽣命 （4：1-12） 主的再來 （4：13- 5：11） 信徒的⾔⾏ （5：12-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章： 被提之前：逼迫（⼤災難） 第⼆章： 顯現之前：敵基督（罪惡之⼦） 第三章： 基督徒該如何⽣活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帖撒羅尼迦前書 “ ⼜願你們的靈與魂與⾝⼦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  （5：23下） 帖撒羅尼迦後書 “ 你們要站⽴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2：15） 鑰字鑰字鑰字鑰字：：：：    帖撒羅尼迦前書 弟兄，主，聖潔，患難，降臨，福⾳，道，⽇⼦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主，⼤罪⼈/不法，顯露，感謝，惡 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提摩太後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提摩太後書 主要是教牧性的 較少是教牧性的 主要是個⼈性的 護衛福⾳（6：20） 實踐福⾳（3：8） 宣揚福⾳（4：20）  提摩太，提多和保羅的關係及寫作背景  ⼤綱⼤綱⼤綱⼤綱：：：：    提摩太前書：敬虔與教牧關懷 1. 囑咐提摩太 （1：1－20） 健全的教義（1：1-11） 恩典和征戰（1：12-20） 2. 指⽰提摩太 （2：1-6：21） 教會的公開崇拜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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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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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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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11    春季班主⽇學 第四課 保羅書信（三）     邵陽編寫  創作背景：       保羅第⼆次旅⾏佈道後寫成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52 保羅獲釋，再往探訪教會，恢復宣教⼯作    62－66 寫成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62－65 保羅被捕，在羅⾺下監       66－67 在獄中寫成提摩太后書       67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均創作於第⼆次旅⾏佈道途中的哥林多。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主耶穌必再來（前書）； 他還未降臨（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描寫帖撒羅尼迦⼈如何得著神的道 提及他們在信⼼，愛⼼，忍耐上有⾧進 教導主回來的迫切性 糾正關於這事件的誤解 安慰及⿎勵聖徒 肯定將來會審判基督的仇敵 論及教會 論及撒但，敵基督及世界 4：13-18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2：1-2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論及主再臨（parousia）（來臨，臨在）-4：15 論及末世的事（apocalupsis）（顯現）- 7 論及基督的⽇⼦（⽐較腓利⾨書1：10） 論及主的⽇⼦（帖後2：2） 第⼀階段（被提） 第⼆階段（顯現） 基督來迎娶新婦-教會 基督與新婦⼀同回來 基督來到空中 基督回到地上 災難開始 建⽴千禧年國度 即時會有解釋 先出現許多象徵 提出⼀個安慰信息 提出⼀個審判信息 強調那為教會安排的計劃 強調那為以⾊列⼈及世界安排的計劃 那解釋是⼀個奧秘 在兩約裏已預⾔這個顯現 信徒受審 外邦⼈及以⾊列⼈受審 以⾊列的約還未成就 以⾊列所有的約已經成就 只有信徒受影響 所有⼈受影響 教會被帶到主⾯前 以⾊列被帶進國度裏   ⼤綱⼤綱⼤綱⼤綱：：：：    帖撒羅尼迦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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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 （1：1－3：13） ⼀間充滿活⼒的地⽅教會（1：1-10） ⼀個成功的基督⼯⼈（2：1-16） 遠距離牧養信徒（2：17-3：13） 2. 前瞻 （4：1-5：28） 取悅神的⽣命 （4：1-12） 主的再來 （4：13- 5：11） 信徒的⾔⾏ （5：12-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章： 被提之前：逼迫（⼤災難） 第⼆章： 顯現之前：敵基督（罪惡之⼦） 第三章： 基督徒該如何⽣活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帖撒羅尼迦前書 “ ⼜願你們的靈與魂與⾝⼦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  （5：23下） 帖撒羅尼迦後書 “ 你們要站⽴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2：15） 鑰字鑰字鑰字鑰字：：：：    帖撒羅尼迦前書 弟兄，主，聖潔，患難，降臨，福⾳，道，⽇⼦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主，⼤罪⼈/不法，顯露，感謝，惡 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提摩太後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提摩太後書 主要是教牧性的 較少是教牧性的 主要是個⼈性的 護衛福⾳（6：20） 實踐福⾳（3：8） 宣揚福⾳（4：20）  提摩太，提多和保羅的關係及寫作背景  ⼤綱⼤綱⼤綱⼤綱：：：：    提摩太前書：敬虔與教牧關懷 1. 囑咐提摩太 （1：1－20） 健全的教義（1：1-11） 恩典和征戰（1：12-20） 2. 指⽰提摩太 （2：1-6：21） 教會的公開崇拜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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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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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11    春季班主⽇學 第四課 保羅書信（三）     邵陽編寫  創作背景：       保羅第⼆次旅⾏佈道後寫成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52 保羅獲釋，再往探訪教會，恢復宣教⼯作    62－66 寫成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62－65 保羅被捕，在羅⾺下監       66－67 在獄中寫成提摩太后書       67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均創作於第⼆次旅⾏佈道途中的哥林多。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主耶穌必再來（前書）； 他還未降臨（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描寫帖撒羅尼迦⼈如何得著神的道 提及他們在信⼼，愛⼼，忍耐上有⾧進 教導主回來的迫切性 糾正關於這事件的誤解 安慰及⿎勵聖徒 肯定將來會審判基督的仇敵 論及教會 論及撒但，敵基督及世界 4：13-18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2：1-2帶出著名的末世經⽂ 論及主再臨（parousia）（來臨，臨在）-4：15 論及末世的事（apocalupsis）（顯現）- 7 論及基督的⽇⼦（⽐較腓利⾨書1：10） 論及主的⽇⼦（帖後2：2） 第⼀階段（被提） 第⼆階段（顯現） 基督來迎娶新婦-教會 基督與新婦⼀同回來 基督來到空中 基督回到地上 災難開始 建⽴千禧年國度 即時會有解釋 先出現許多象徵 提出⼀個安慰信息 提出⼀個審判信息 強調那為教會安排的計劃 強調那為以⾊列⼈及世界安排的計劃 那解釋是⼀個奧秘 在兩約裏已預⾔這個顯現 信徒受審 外邦⼈及以⾊列⼈受審 以⾊列的約還未成就 以⾊列所有的約已經成就 只有信徒受影響 所有⼈受影響 教會被帶到主⾯前 以⾊列被帶進國度裏   ⼤綱⼤綱⼤綱⼤綱：：：：    帖撒羅尼迦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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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 （1：1－3：13） ⼀間充滿活⼒的地⽅教會（1：1-10） ⼀個成功的基督⼯⼈（2：1-16） 遠距離牧養信徒（2：17-3：13） 2. 前瞻 （4：1-5：28） 取悅神的⽣命 （4：1-12） 主的再來 （4：13- 5：11） 信徒的⾔⾏ （5：12-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章： 被提之前：逼迫（⼤災難） 第⼆章： 顯現之前：敵基督（罪惡之⼦） 第三章： 基督徒該如何⽣活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帖撒羅尼迦前書 “ ⼜願你們的靈與魂與⾝⼦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  （5：23下） 帖撒羅尼迦後書 “ 你們要站⽴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2：15） 鑰字鑰字鑰字鑰字：：：：    帖撒羅尼迦前書 弟兄，主，聖潔，患難，降臨，福⾳，道，⽇⼦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主，⼤罪⼈/不法，顯露，感謝，惡 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教牧書信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提摩太後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提摩太後書 主要是教牧性的 較少是教牧性的 主要是個⼈性的 護衛福⾳（6：20） 實踐福⾳（3：8） 宣揚福⾳（4：20）  提摩太，提多和保羅的關係及寫作背景  ⼤綱⼤綱⼤綱⼤綱：：：：    提摩太前書：敬虔與教牧關懷 1. 囑咐提摩太 （1：1－20） 健全的教義（1：1-11） 恩典和征戰（1：12-20） 2. 指⽰提摩太 （2：1-6：21） 教會的公開崇拜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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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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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職事 （3：1-16） 對付錯誤教導的⽅法 （4：1-16） 寡婦，⾧⽼和僕⼈（5：1-6：2） 最後的指導和勸勉（6：2-21） 提多書：尊榮神的道 問候與引⾔（1：1-4） 教會領袖對抗假教師（1：5-16） 做榜樣使基督教的道理更有吸引⼒（2：1-15） 信徒的善⾏（3：1-11） 祝福與結語（3：12-15） 提摩太後書: 事奉上的忍耐和分離 問候語（1：1-2） 基督徒事奉的根基（過去）（1：3-18） 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2：1-26） 基督⼯⼈與危險時代（3：1-17） 保羅的告別（4：1-18） 鑰節鑰節鑰節鑰節：：：：    提摩太前書 4：16 提多書 2：10， 3：14 提摩太後書 4：15  討論問題 提多書的重點是以善⾏來尊榮福⾳。在這⽅⾯你有什麼感想？信⼼如何與⾏為相結合？（3：1-15）  作業 提摩太前書在禱告⽅⾯有什麼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