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您 !

參加我們的主日學。

請把您的手機消音 !

請把您的麥克風消音 !

謝謝您 !

我們的主日學九時三十分開始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New Life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帖撒尼迦後書

主題: 領受真理的人不隨從虛謊和不義

■ 明白主再來的正確真理。(2:1-2)

■ 認清大罪人的真相和行為。(2:3-12)

■ 神的呼召、揀選和救恩。(2:13-14)

■ 在主的真道和教訓上站穩立場。(2;15)

■ 盼望能堅固信徒一切善行善言。(2:17)

主日學

第二章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 經節
1.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2.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
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3.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
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4.他是抵擋主，高擡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
神的殿裡，自稱是 神。

5.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

6.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可以顯露。

7.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
去，



8.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9.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10.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
得救。

11.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12.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13.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
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14.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15.所以，弟兄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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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17.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帖撒羅尼迦書第二章 概論

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信徒的教導， 改正對於主再來的日子錯誤的觀
念。主再來的日子没有人知道， 不要輕信末日來到, 我們都需要清楚主再
來的真理, 不要因著有關主再來的怪異教訓或謠言而迷感。主耶穌再來之前
必有徵兆, 如大罪人、魔鬼撒但的出現和不法的人行各樣異能神蹟虛假之事, 
拒絕真理, 迷惑不義之人(2:11), 最終必被定罪(2:12) 。

在主來之前, 我們需要過一個符合神心意的生活, 堅守教會的福音真理,
為聖靈工作(2:13), 主會安慰我們的心, 堅固我們的善行善言, 求聖靈帶領
我們, 叫我們更認識我們的父神主耶穌基督, 叫我們得以堅固, 在末後黑暗
的日子不會被黑暗所牽制, 仍能勝過仇敵, 佔立得穩。



經節、信息

1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那裏聚集, 2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

冒我名的書信,説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1. 基督的降臨和聚集, 是主再來所要發生的兩件大事, 主的降臨是基督從神的寶座臨在

空中並顯現(帖前4:16-17), 而聚集是信徒被提之處。

2. 保羅勸信徒不要輕易經由靈、言語、假冒書信, 誤信主來的日子, 而驚慌動搖。

3. 我們若在聖經真理上根基牢固, 就不會「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

風搖動, 飄來飄去。」(弗4:14)

一、信徒不該因有關主來日子的怪異教訓驚慌動搖 (2:1-2)



二、主的日子到來之前必出現離道反教之事和大罪人的顯露 (2:3)

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感;因為那日子之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並有那

大罪人, 就是那沈淪之子, 顯露出來。

1. 離道即背道, 即背棄神, 反教即違反宗教信仰, 指當時帖撒尼迦教會有許多人離棄真

道(提前4:1) 信仰, 或違反法規、目無法紀的人。

2. 大罪人(the man of lawlessness)即指沈淪之子、不法之人,  被撒但在背後利用的人, 

他們抵擋神、高抬自己,自認超越神的人, 也可以稱作敵基督。

／



三、大罪人真相的顯露 (2:4-5)

4他是抵擋主, 高檯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裏, 

自稱是神。5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 曾把這些事告訢你們, 你們不記得嗎？

1. 大罪人就是魔鬼的形象, 可能是敵基督(但11:36-37), 它的特色就是與主對抗, 高抬

自己, 高過一切, 自稱是神, 甚至褻犢神。

2. 末世離道反教的一大特色, 就是那些抵擋神, 高抬自己, 用自己來代替「一切

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並要佔奪獨一真神的地位, 坐在神的殿中自稱為神。

3. 5節指保羅還未被迫離開帖撒羅尼迦前, 在傳福音時, 曾經教導信徒們, 有關主於再

來時所發生種種的事, 以提醒他們。



四、攔阻大罪人的顯露 (2:6-8)

6現在你們也知道, 那攔阻他的是甚麽, 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可以顯露。7因為那不法的隱

意已經發動, 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 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1. 某些力量攔阻(Restrain,阻止、抑制)不法之人的顯露, 只有在神定規的時候不法之人才可

顯露, 這攔阻者也叫箝制者(新)無法臆測, 但是來自神的主權、神的作為, 都在神的掌控中。

2. 這些不法的大罪人已經蠢蠢欲動, 蓄勢侍發, 正在暗中運作之中, 只是尚未顯露出來。

3. 當那攔阻不法之人的力量被挪去, 這些所有不法之人都要顯露出來。

4. 當不法之大罪人顯露出來, 主要用口中的靈和大能(約6:63, 路加1:37) 和主降臨的榮光

顯現除掉他們。

．



主的第二次降臨
那時, 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
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太24:30)



五、大罪人藉著撒但的行動行虛假不義的事 (2:9-10)

9這不法的人來, 是照撒但的運動, 行各樣的異能、神蹟, 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10並且在

那沈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 使他們得救。

1. 這些不法的人雖然和神一樣, 也行各樣的異能、神蹟, 但其原頭不是出於神, 而是

出於虛慌, 出於背後撒但的能力和行動。「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

大奇事; 倘若能行, 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太24:24)

2. 大罪人在不信主, 不領受福音人的身上, 行不義的詭詐, 唯有相信、愛真理之道、

並領受福音的真理, 才是人得救的唯一途徑。



六、大罪人跟隨撒但的原因和結局 (2:11-12)

11故此, 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 叫他們信從虛慌, 12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

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1. 由於跟隨者拒絕真理、喜愛作不義的事, 使神被動任憑錯謬的思想運行他們當中, 

去追求虛慌(羅1:24-28)

2. 這些不相信真理又喜愛不義的人, 最終的結果就是在基督降臨的時候, 要接受審判

和定罪。



七、蒙神揀選的目的在於成為聖潔能以得救得著主的榮光 (2:13-14)

13主所愛的弟兄們哪, 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 因為祂從起初揀選了我們, 叫你們因

信真道, 又被聖靈感動, 成為聖潔,能以得救。14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

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1. 神在創世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弗1:4), 因著信接受了真理和聖靈完成了救恩。

2. 神的揀選、呼召不僅讓信徒能以得救, 更能成為聖潔, 成為彰顯神兒子榮耀的器皿,    

好得著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八、信徒要持守各樣所傳授的教訓並要站穩立場 (2:15)

15所以, 弟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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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訓的原文是traditions可以譯作傳統, (林前11:2) 保羅用口傳和書信的方式, 

把教會生活的實踐傳統和教義傳給信徒。

2. 信徒不僅要持守堅固信仰, 並且要持續守住以保持站立得穩, 不要害怕仇敵

和逼迫, 不要因末世光景的不確而驚慌動搖。



九、主耶穌安慰並堅固信徒在一切言行上把真理活出來 (2:16-17)

16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17安慰你們的心, 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1. 藉著主耶穌在我們身上作工, 他的愛和恩典賜給我們永遠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

2.保羅祈求信徒不僅僅知道真理, 而且要在行為和言語上能產生果效, 把真理活

出來, 成為基督徒生活的見証。



屬靈亮光

1. 不要聽從動聽、迷惑的話, 唯有回到聖經的光中, 唯
有聖經才是真道。 有聖經才是真道。

2. 世上一切的人事務, 都有一定的時候(傳3:1, 8:6),都出
出 於神的旨意。

3. 神的揀選, 表明了神對我們的愛, 從起初到如今一直
没 没有改變。

4. 那裏有主的同在, 那裏就有主的榮光(約12:46),我們
愈 愈多享受主的同在, 就愈多反照主的榮光(林後3:1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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