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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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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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
主主主全

主 日 學

主題: 等候主再來應盡的責任和生活

■ 要彼此代禱, 讓主的福音被傳開。(3:1-5)

■ 藉著神永遠生命保獲我們脱離惡者。
(3:3-5)

■ 按規矩而行, 盡好本分, 盡責工作, 不要
成別人負擔。(3:6-12)

■ 按著真理的原則行善, 遇挫折不可喪志灰
心。(3:13-15)



簡介

帖撒羅尼迦後書指出主必定再來, 但不是現在就來,第三章主要論到信
徒應如何面對主的再來,要怎樣過生活, 保羅指出主再來的迫切, 期望把福
音、主的話廣傳, 並在信徒身上得榮耀, 保羅也囑咐信徒們, 要遠離不按
規矩而行的弟兄, 並把使徒在帖撒羅尼迦中間的生活作學習的榜樣。保羅
也以身作則, 辛苦努力工作供應自己, 也鼓勵全部信徒努力行善不可喪志, 
要謹守紀律、辛勤工作、自食其力, 不要遊手好閒, 好管閒事, 過一個正
確的教會生活, 耐心等候主來到的日子。



經節

3: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説：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
着榮耀，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3:2 也叫我們脱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3: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脱離那惡者。
3:4 我們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後來也必要遵行。
3: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 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3:6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
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
3:7 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
矩而行，
3:8 也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3:9 這並不是因我們没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



3:10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
可吃飯。”
3:11 因我們聽説，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什麼工都不做，反倒
專管閒事。
3:12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
飯。
3:13 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
3:14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
羞愧；
3:15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
3:16 願賜平安的主随時随事親自你們平安。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3:17 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我的筆迹就是這樣。
3:18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綱要、 經節、 信息

1弟兄們, 我還有話說: 請你們為我們禱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傳開, 得著榮耀, 正如在你們

中間一樣。2也叫我們脱離無理之惡人的手, 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1.保羅雖然有很大的屬靈恩賜和成就, 但還要弟兄們為他及其他使徒禱告 (羅15:30;   

弗6:19) 是為了叫主的話能迅速傳開, 保羅也要弟兄們彼此禱告。

2.得著榮耀代表讓主的話進入信而接受的人裡面, 藉他們生活上的改變, 顯出美好

的見証。

3.這無理的惡人應該是指那些不信的猶太人, 經常無理故擊、阻撓保羅的傳道(徒

18:12) 。

一、為使徒保羅禱告, 讓主的真理早日傳開得著榮耀, 並憑信心脫離惡人的
逼迫 (3:1-2)

．



二、 靠著信實的主堅固信徒的信心脫離惡者, 只要信靠主, 並在祂的引導下
進入神的愛和忍耐中 (3:3-5)

3但主是信實的, 要堅固你們, 保護你們脱離惡者。4我們靠主深信, 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

所吩咐的, 後來也必要遵行。5願主引導你們的心, 必叫你們愛神, 並學基督的忍耐。

1.神是信實可靠的, 靠著主的話和應許堅固我們, 保護我們脫離惡者的迷惑控制。

2.保羅對信徒的信心, 乃是因為對主有信心, 相信他們接受並遵行保羅在真理的教

訓。

3.藉著主真理的引導, 神的愛就澆灌在我們心裡, 同時有分於基督在遭受苦難的忍

耐。



三、要遠離不守紀律教訓、遊手好閒的弟兄, 而要效法保羅使徒們辛苦
勞碌晝夜作工的榜樣 (3:6-8)

6弟兄們,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 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 不遵守我們所受的

教訓, 就當遠離他。7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 未嘗

不按規矩而行, 8也未嘗白吃人的飯, 倒是辛苦勞碌, 晝夜做工,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1.信徒不守規矩的情形乃是來自對於主再來的錯誤觀念, 忽略正常的生活, 不守紀律、不

肯工作, 專靠别人的勞苦施捨過活。

2.遠離並不代表要驅趕或排斥他, 而是要挽回他, 讓他有被孤立的感覺, 而深自反省。

3.保羅指出使徒們凡事都要按聖經的教導行事, 以身作則, 值得作信徒效法的榜樣。

4.辛苦勞碌、晝夜工作(2:9) 保羅自己作帳蓬工作養活自己, 不依賴别人過活。

5.希伯來人的吃飯eat bread就是謀生糊口(創3:19), 白吃人的飯, 就是不從事正經的工

作, 而只想坐享別人的成果。



保羅織搭帳棚的見證 (使徒行傳18:1-4)

保羅除了為主傳道、宣教事奉, 還靠

著織搭帳棚養活自己並幫助教會,

為基督作見證的真正使命。

1. 保羅講道的時候, 是為基督作見證。

2. 保羅作帳棚, 運用所得援助教會也

是在為基督作見證。



四、保羅為福音勞碌寧願效棄屬靈奉養, 目的是給那些不願工作、不想

謀生、好管閒事的信徒樹立榜樣 (3:9-11)

9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 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 叫你們效法我們。10我們在你們那裏

的時候, 曾吩咐你們説, 若有人不肯作工, 就不可吃飯。11因我們聽説, 在你們中間有人

不按規矩而行, 甚麼工都不作, 反倒專管閒事。

1.權柄指一般為福音傳道的人, 都有接受人家奉獻供養的權利(林前9:4-15), 而不是

靠此謀生, 或從中獲利, 是一種為主勞苦的代價。

2.保羅勸告信徒要維持生計, 就要辛勤工作, 不要閒懶不作工, 靠别人救濟。

3.保羅特别關注有些信徒不僅不工作, 遊手好閒, 卻有時間去管别人閒事, 破壞教會

和社會的安定。



五、保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勸戒那些不按規矩行不遵守教訓的信徒 (3:12-13)

12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人, 要安靜作工, 吃自己的飯。13弟兄們, 你們行

善不可喪志。

1.靠主耶穌基督是表示保羅對信徒勸戒的内容教訓都是來自主耶穌基督的話和真理。

2.安靜工作不是指不説話, 而是要專心工作, 心靜則寧, 安分守己, 吃自己的飯就是

要自力更生, 靠自己工作維生, 不要依賴别人(帖前4:11)

3.行善不可喪志就是要行神眼中看為善的事(馬太19:17), 「不是要討人喜歡, 乃是

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帖前2:4;馬太6:1-4)

4.不可喪志就是不要因為一些不按規矩行事者濫用其他弟兄的愛心, 以致行善事感到

灰心、氣餒。



六、如何對待不守規矩不遵守教訓的人 (3:14-15)

14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 要記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覺羞愧。15但不要

以他為仇人, 要勸他如弟兄。

1.保羅知道有些信徒會執迷不悟, 不肯聽從他在信上的教導。

2.保羅要求信徒要記得並疏離(不理釆)這些不聽勸導的人, 使他們能感覺對不起

教會而羞愧,而產生懊悔並改過自新。

3.對這些不聽勸導的人, 不要以仇人相待, 要視如弟兄, 畢竟是教會的肢體, 以

維持教會的合一。



七、保羅在書信的結束向眾信徒問安祝福並親筆簽署 (3:16-18)

16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 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17我保羅親

筆問你們安。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 我的筆跡就是這樣。18願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1. 保羅在信的結束, 祈求平安的主, 祝福眾信徒

在任何時間和一切事上有主的平安和主耶穌基

督恩典的同在。

2. 保羅親筆寫這封信, 並在信末簽署, 且附上標

記,以分辨信的真實性, 以防冒名。

3. 保羅經常在書信結尾親筆寫問候語或祝福語。



屬靈的亮光

1.在患難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

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羅馬

5:3-4) 。愛神並忍受苦難, 是教會生活

的優美象徵。

2.基督徒無論作什麼工作, 只要是為著主

和教會, 都是美善的, 蒙神喜悦的。

3.要過正確有秩序的教會生活, 我們需要

享受主作供應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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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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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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