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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面對主再來之前, 基督徒過聖

別生活的感謝、糾正和勸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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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比較



帖撒羅尼迦後書 簡介

在帖前書寄出後, 帖撒羅尼迦教會不斷受到外來的逼迫, 許多信徒對主的再

來虛假傳聞心存困惑, 所以保羅再次寫第二封信, 給與他們信心的安慰, 同

時也勉勵他們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面對患難和逼迫時, 要有信心、愛心和耐

心。保羅在信上也忠告教會信徒們, 主的日子雖尚未來到，但那日來之前, 

會發生許多離道背教不法之事, 和出現那虛假奇事, 欺騙世人的大罪人, 他

們要抵擋主、高抬自己、自稱是神, 當主再臨時,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 和

降臨的榮光滅絕他們, 保羅因此勸勉他們要警醒、善行善言、殷勤工作。



帖撒羅尼迦後書 概要

1. 作者: 使徒保羅、西拉、提摩太聯名

2. 時問: 主後50-52年, 保羅第二次傳道旅行時

3. 地點: 哥林多

4. 背景:

1) 信徒正受逼害及靈命成長需要安慰及稱讚 (一章)

2) 信徒被誤導主再來的日子需要糾正 (二章)

3) 信徒因主的再來而應有的生活需要勸勉 (三章)



帖撒羅尼迦 (THESSALONIANS)



5.  主題 (目的)

1) 矯正信徒對主再來錯誤的觀念

2) 讚賞信徒信心和愛心的長進

3) 誇耀信徒面對逼迫患難心存信心和忍耐

4) 主再來之前發生重大事件出現大罪人和不法之事

5) 勸勉信徒辛勤工作自力更生過聖别生活

6) 保羅親筆問安祝福所有信徒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主 日 學

第一章

主題:持守主再來的盼望和教會生活

■ 在逼迫患難中心存忍耐和信心 (1:1-10)

■ 彰顯神國的信望愛 (1:3-5)

■ 神的公義使受患難的人得平安 (1:6-7)

■ 配得過所蒙的呼召進入神的國和榮耀

(1:11-12)

主日學

第一章



經節

1.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神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裡的

教會。

2.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3.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心格外

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

4.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

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

5.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就是為這國受

苦。

6.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



7.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

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

8.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9.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10.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

為希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們也信了。

11.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

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2.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

照著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第一章大綱、經節、信息
一、啓語問安和感恩的話 (1:1-2)

1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神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裏的教會。2願恩

惠、平安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

1.保羅在哥林多寫這封信時, 有西拉和提摩太的同在, 西拉原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之一, 有先知的恩賜, 是保羅在第二次傳道旅程中的同工(使徒15:32), 提摩太是

保羅從路司得帶起來的年輕同工(使徒16:1-3)

2.保羅的問候總是先「恩惠」後「平安」, 恩惠是神白白賜給罪人的禮物, 在保羅

心目中就是耶穌基督。

一亠要一
、

一、啓語問安和感恩的話 (1:1-2)



二、信心和愛心的增長充足, 在患難中仍心存忍耐 (1: 3-4)

3弟兄們, 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 這本是合宜的; 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 , 並且你們眾

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4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口, 都因你們在所受的

一切逼迫困難中, 仍舊存忍耐和信心。

1.保羅為教會信徒「信心」的格外增長和彼此「相愛的心」都充足, 表達感謝神在他

們身上的作為。

2.帖城教會信徒, 雖然遭受各式各樣的「逼迫」和「患難」 (使徒17:1-9), 但卻以「忍

耐」和「信心」來積極抗拒壓迫的力量, 是值得各地教會的誇耀。



三、神的審判是公義使信徒在受苦中配得進入神國的榮耀 (1:5)

5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 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 你們就是為這國受苦。

1.信徒的忍耐和信心是出於神, 証明神對他們公義的明證。

2 信徒要進入神的國和榮耀(帖前2:12) 就必須經歷患難(使徒14:22), 逼迫與患難

乃是神公義審判的明證, 才配得神的國。



四、神的公義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的人, 必要使受患難的人得平安 (1:6-7)

6神既是公義的, 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 7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

們同得平安。那時, 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

1.神的「公義」將審判所有逼迫基督的人, 神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羅馬2:6), 

在末日審判的時候, 神必將「患難」報應給那加患難給祂子民的人。

2. 報應不是指報復, 報應乃是為著满足神公義的要求, 而報復只是發洩人的怨恨。

3.神的公義也要顯明在受患難的信徒身上, 就是從憂患苦難中釋放出來的平安。

4「那時」指主再來之時(1:10), 這些有大能的天使, 陪伴著主, 並配合主的榮耀,

在火焰中顯現 (馬太25:31), 要來施行審判, 將災禍臨到作惡者的身上。



五、神的公義要報應那些不認識和不聽從福音的人 (1:8)

8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1「不認識神」和「不聽從福音」的人, 就是指不相信神的外邦人和不承認神差

遣的救主耶穌和他的福音的猶大人。

2.那些不認識神和不聽從福音的人, 將來在白色大寶座, 沒有人可以脱離審判。

3.這兩種人都要在主來的日子接受神公義的審判和刑罰, 這裏暗指猶太人。

4.這兩種人不僅拒絕認識神, 還在擾亂、迫害帖城的教會(徒17:5)。



六、神對這些人的懲罰就是永遠沈淪而主的降臨在信徒身上得榮耀 (1:9-10)

9他們要受刑罰, 就是永遠沈淪, 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10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

聖徒的身上得榮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稀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 你

們也信了。

1.神要審判懲罰罪人, 與神永遠隔離,沈淪不是指全然滅絕, 化作無有, 而是離開

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 「因你們的罪孽, 使你們與神隔絕」(賽59:2)

2.神在基督再來的日子, 察看我們生命的表現, 使主耶穌在我們身上得榮耀。

3「顯為稀奇的那日子」就是指基督再來那日子在信徒身上的榮耀, 要勝過我們所知, 

非常驚奇, 超出我們想像。



七、為教會代禱叫主的名和教會彼此在對方身上得榮耀 (1:11-12)

11因此, 我們常為你們禱告, 願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 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

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2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 

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 都照著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1. 保羅因著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在艱苦中的忍耐, 而為他們禱告, 願神看他們是

「配得過所蒙的召。」

2. 信徒對良善的羨慕乃是藉著神所賜的信心, 並在他們裏面運行所賜的大能所作出的

功夫。

3.當信徒的生活和工作完全配得過所蒙神選召的時候, 不僅他們身上得著神的榮耀, 

也讓主在他們身上得榮耀, 而這一切只有靠神的恩典。



屬靈亮光

1. 所以時候未到, 甚麼都不要論斷, 只等主來,要照出暗

中的隱情, 顯明人心的意念。(林前 4:5)

2. 我們要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使徒14:22)

3.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

羞恥,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

心裏。(羅馬5:3-5)

4. 主是榮耀的主, 祂已經在復活和升天裏得著了榮耀, 

如今祂在我們裏面乃是榮耀的盼望。



參考資料

◆ 新約概論 -馬有藻博士

◆ CNV Study Bible www.wwbible.org.bleus.org

◆ 帖撒羅尼迦註解 -黃迦勒

◆ 約拿的家 http: www.jonahome.net/files/new

◆ 寇紹涵牧師講道視頻

http://www.wwbible.org.bleus.org/
http://www.jonahome.net/files/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