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撒羅尼迦後書》讀經課程
【宗旨】《帖撒羅尼迦後書》專論基督再來之前必會發生的事，而特別補充說明主再來前有離道反教
之事，並且在末日敵基督要受審判；以及糾正人對於主再來的誤解和平衡等候主再來的態度和生活。
課程
主題和重點
讀經
1. 《帖撒羅尼迦後書綜覽》───準確地認識主的再來和主的日子 帖後二 1～3
2.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一章》──主再來的安慰
帖後一 1～12
3.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主再來的先兆
帖後二 1～17
4.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主再來的吩咐
帖後三 1～18

【主要參考資料】
（一）
（二）
（三）
（四）
（五）

瑪波羅教會每日讀經網站(2008～2014)
黃迦勒《查經資料》網站
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倪柝聲《倪柝聲弟兄文集》和《曠野的筵席》
摩根 (Campbell Morgan) 《解經叢書》(Morgan's Expository Series) 和《靈修亮光叢書》(An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Bible)
（六）
邁爾 (F. B. Meyer)《珍貴的片刻》(Our Daily Homily)
（七）
宣信 (A. B. Simpson) (The Christ in the Bible Commentary)
（八）
凱理(W. Kelly)(The Epistles of Paul to the Thessalonians)
（九）
艾朗賽(H. A. Ironside)( 2 Thessalonians)
（十）
《司可福函授聖經課程 》(SCOFIIELD STUDY BIIBLE COURSE) 和《司可福聖經問答 》
（十一） 史百克《保羅所傳的福音》
（十二） 江守道《基督是一切》(Seeing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
（十三） 巴斯德(Baxter. J. Sidlow) 《 聖經查經課程》 (Explore the Book)
（十四） 張伯琦《新舊約聖經原文編號逐字中譯(讀經工具書)》和《字典彙編》
（十五） 羅伯遜 (Archibald T.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原文解經》(第八卷) (LIVING SPRING
GREEK NEW TESTAMENT EXEGETICAL NOTES)
（十六） 文森特 (M. Vincent)《新約字句硏究》(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帖撒羅尼迦後書》大綱】
主題
經節
分段
經節
重點
性質

主再來是聖徒的榮耀，又是世界的審判
一
二
三
主再來的安慰
主再來的先兆
主再來的吩咐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中
三下
現今的苦難 將來的榮耀 再來的先兆 現今的堅守 忍耐的等候 安靜的作工 努力的行善
闡明事實
矯正觀念
重申囑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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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帖撒羅尼迦後書》綜覽】───準確地認識主的再來和主的日子
【宗旨】本書啟示了主再來顯現的大能和祂同在的榮光，是關乎祂的再來是聖徒的榮耀，又是世界的
審判；以及澄清有關人對於主再來的誤解而驚慌和懈怠，並且應該有耐心地等候與正常地作工的態度和
生活。
【背景】《帖撒羅尼迦後書》是在前書寫成之後，幾個月之內寫的。那時保羅還在哥林多，寫書的目
的已經十分清楚地記在書信的內容里面。大致上因為前書所提及的幾件坏事，到了寫後書的時候又進一
步惡化了，同時，我們還看到，在他們中又興起一些人，對保羅所教訓的主再來的道理有了誤解。他們
不明白前書的勸勉，竟起來傳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書信又顯示出，當時有人冒保羅的名傳遞一
些話，或寫一些書信，使他們「驚慌」。這是因為他們中間有些人特別容易「動心」。以為主耶穌立刻
就回來了，于是連職業工作都丟棄，使教會受到負累。這些對主的再來存誤解思想的人，會變成「專管
閑事」的人(三11)，同時教會的生活會因他們而受到虧損(三6、12、16)，是不足為怪的。為此，前書
那些比較溫和的責備，現在在這里就變得嚴厲得多了。但是我們不能只著重這一邊的事，而忽略另外一
邊更重要，而且是充滿感謝和贊美的事。大體上來說，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心「格外增長」，彼此相愛
的心也「充足」，並且他們在一切逼迫患難之中的「忍耐和信心」，是可作各教會的榜樣的(一1～3)。
所以，這卷後書有稱贊，有解釋，也有勸勉。本書的主要思想就是基督有大能力，在荣耀中的再来。这
與前書的着重点不同，前書是着重在聖徒的被提。帖撒羅尼迦前書為著鼓勵和安慰，後書是為著糾正和
平衡。因此，保羅寫《帖撒羅尼迦後書》原因主要有：
（一）聖徒繼續在信、望、愛三方面長進，保羅為他們謝恩(帖後一3～4)。
（二）在患難中仍然堅立，所以保羅就以主再來時對惡人的報應和向聖徒所顯的榮耀來安慰他們(一5～
12)。
（三）他們受了冒名信、假師傅的欺騙說，如今他們所受的苦就是證明主的日子已來到了，他們沒有被
提，這使他們十分驚慌，保羅就論到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顯露出來；
這些事既未發生，主的日子就還未來到(二1～12)。
（四）當時仍有些人不守規矩，不肯作工，反專管閒事，保羅在本書中勸戒他們要安靜作工(三6～
12)。
【本書的重要性】基督徒對於主的再來應當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主耶穌設立主的桌子，要我們擘餅
喝杯記念祂，用意是提醒我們等候主再來(林前十一 26)。保羅說我們若沒有主再來時復活與主同在的
盼望，而「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十五 19)。如果我們能仔細查讀本書，就能準
確地認識主的再來和主的日子，並且有正常的等候主再來的態度和生活。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再
來的時間，方式和光景，並且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我們的態度和應該做什麼，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研讀《帖撒羅尼迦後書》？】在研讀這一課之前，請先將本書讀完一遍 (共 47 節，大約 6 分
鐘)，尋出各章所論的重點教訓，以及應行之事。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
地掌握下列五個問題及其答案。對這些問題，可參考本課的資料，來對照自己所瞭解的程度。
(一)本書的主旨和大綱是什麼？
(二)解釋「主耶穌基督降臨」與「主的日子」之關係和不同處？
(三)在「主的日子」要來之前，有哪兩件事必定會發生呢(帖後二)？
(四)解釋本書所說「大罪人(即不法的人)」的性質，顯露，作為，和結局。
(五)比較《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之關係和不同處？
【本書鑰節】「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祂那裏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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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或譯就)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人不拘用甚
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
出來。」(帖後二 1～3)要正確地理解這封書信，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認識何謂「基督的日子」和「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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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並且明白在「主的日子」來臨以前，先有兩件事發生：一件是離道反教的事，另一件是大罪人
顯露出來。
【註】「基督的日子」（腓二 16)——「主耶穌的日子」（林前五 5)，或「耶穌基督的日子」（林前
一 8，林後一 14)是與教會和聖徒有關，而「主的日子」(帖後二 2)是與審判世界有關。
【本書鑰字】主耶穌基督的「降臨」(帖後二 1)—— 此詞在希臘文是 Parousia，意即「同在」。它的字
義不是指一霎時，乃是指一段日子，由幾個事件組成。聖經告訴我們，主耶穌怎樣往天上去，也要怎樣
回來(徒一 9～11)。主升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祂從橄欖山到雲端，是人能看見的；第二階段祂從
雲端到寶座，則是人看不見的。同樣，祂再來時也是分兩個階段，不過次序是倒過來，前後將會持續一
段時間。主耶穌基督「降臨」的第一階段，開始於基督從神的寶座降臨在空中雲裏(帖前四 17)；而是
人看不見的，所以是隱密的臨在，祂來像賊一樣，是預料不到的(帖前五 4)。第二階段，結束於基督從
空中降臨地上公開的顯現(亞十四 4，帖前四 16～17)；而是人看得見，所以是公開的，祂的來臨是有先
兆的(帖後二 3)。帖撒羅尼迦前書是講主再臨隱密的一段，有關先提接聖徒(帖前四 17)，然後與祂的眾
聖徒降臨；而後書則論到主再臨公開的一段，主要是有關審判不信的人(帖後一 7～9)和大罪人(即不法
的人) (帖後二 3)。
「主的日子」(帖後二 2)—— 這並不是指單一的日子，而是從主隱密地降臨空中開始，一直到祂執行審
判、帶進永世為止，在一段時期內將會有一連串的大事發生。主隱密的再臨，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
知道(太二十四 36)；但後段的再臨是有先兆的。「主的日子」也是指「那日子」(帖後二 3)，必有離
道反教的事，並且有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抵擋主、高抬自己…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
是神(帖後二 3～4)，這就是先知但以理所預言，也是主親口所証實，那行毀壞可憎，站在聖地的一位
(太二十四 15)。聖經預言當大罪人一出現，距離主再來的時間就只剩下三年半了(但九 27)。
「大罪人」(3)——「罪」按原文anomia，指無法無天的狀態，不法的行為，故又可譯作「不法的人」，
因違背律法就是罪(約壹三4)；「沉淪之子」的沉淪原文為apoleia，意即自甘墮落、自取淪亡，在聖經中
曾用來稱呼賣主的猶大，但該處的中文譯為「滅亡之子」(約十七12)，其實在原文中是同一詞；「顯露
出來」暗示他在正式顯現出來之前就已經存在，只是時候沒到之前尚未被認定他就是那大罪人。注意，
「那大罪人」並不是指撒但(帖後二9)，而是指被撒但利用來抵擋神的一個人物，一般聖經學者稱他為
「敵基督」，但此敵基督專有所指，與那些出現在每一個世代中抵擋神、敵對基督的人物(約壹二18)不
同；「那大罪人」乃是在末世主再來公開降臨之前所要出現最厲害、最嚴重的抵擋神者。
歷代以來總有許多基督徒對此大罪人甚感興趣，並且根據「六百六十六」這個數目字(啟十三18)，紛紛
推測某個著名的政治或宗教人物將會是聖經所預言的大罪人，這實在是莫須有的臆斷，因為只能滿足人
的好奇心，對於一般基督徒並沒有甚麼實際的助益。
【本書簡介】《帖撒羅尼迦後書》的中心信息是主的再來，啟示祂公開顯現時，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
不聽從主耶穌福音的人，並審判敵基督，就是大罪人、沉淪之子；同時，在祂再臨時，卻要在聖徒身上
得榮耀，故蒙召的聖徒應該活出配得神國的生活。本書專論基督徒工作與等候的生活。聖徒在等候主的
再臨時，應一邊工作，一邊等候。
【本書大綱】本書共三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大段如下：
（一） 第一章主再來的安慰──闡明事實；
（二） 第二章主再來的先兆──矯正觀念；
（三） 第三章主再來的吩咐──重申囑咐。
【本書特點】
(一) 從羅馬書至帖撒羅尼迦後書，保羅寫了九封教會書信，可分為三組：第一組是羅馬書、哥林多前
後書和加拉太書(四卷)；第二組是以弗所、腓立比和歌羅西書(三卷)；第三組則是帖撒羅尼迦前
後書(兩卷)。第一組特別著重論及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第二組著重基督和祂的教會；最後一組是
論到基督和祂的再來。頭四卷論我們信心是建基於十字架的工作上；中間三卷論愛心因投身在教
會生活中而增長；最後兩卷論及盼望因基督再來而得以堅定。「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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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三 13)。信、望、愛是這些書信在結構上所含的因素，也涵蓋了聖徒在世歷程所需的認識
和經歷。在本書，帖撒羅尼迦的聖徒雖因幼稚而在真理和生活上有了偏差，但卻在信、望、愛這
三方面繼續有長進，保羅因此為他們謝恩，在神的各教會裏為他們誇口(帖後一 3～4)。
(二) 本書為繼前書而寫，與前書所論中心思想一致，且與約翰壹書(二章)，啟示錄(十三章)，以及但以
理書(七、九、十一章)，互相參考。對於大罪人、沉淪之子、不法的人，這些名稱是其他書信未提
到，且對牠不法的隱意如何發動，顯露，如何進行與結局，都有很清楚的說明。
(三)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中心信息均是主的再來。前書的內容比較詳盡，而後書則比較簡單扼
要，可見前書是在後書之後加以補充說明。並且重点不同，前書是着重在聖徒的被提，後書是着
重在神公義的審判。前書說到主的再來是聖徒的拯救，也是在苦難中的盼望；後書則論及主的再
來是聖徒的榮耀，又是世界的審判。兩書都同樣著重聖徒對主的再來該有的預備，前書勸勉聖徒
要活出屬靈聖別的生活，切望主的再來；後書則勸聖徒冷靜，不因錯誤而驚慌和懈怠，該活出配
得過蒙召的生活。在前書，患難是重要的背景，所以重在勸勉、安慰；在後書，錯誤是重要的背
景，所以重在改正。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後書的比較如下：
前書
後書
帖撒羅尼迦人如何接受神的話語，在信心、愛 提到他們在信心，愛心和忍耐上的長進。
心、盼望上的蒙恩。
鼓勵和安慰聖徒儆醒謹守等候主的再來。
糾正對於主的再來和主的日子誤解，並保守靈平衡等
候主再來的態度和生活。
關乎教會的蒙恩和得堅固。
關乎撒旦，敵基督的，屬世的審判。
描述主再來與已死的聖徒必要復活(四 13～
描述末後的日子(二 1～12)，不致被虛假的傳言所搖
15)。
動。
描述主再來與聖徒的被提 (四 16～18) 。
描述主的日子到來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大罪
人顯露(二 2～3)。
禱告提及平安的神使人全然成聖，並保守靈、 禱告提及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賜平安 (三 16)。
魂、體 。
(四) 這卷書信是十分有層次的(請參看本課程的大綱分析)。
(1)第一章論及主再來的大盼望，使那些在大患難中的帖撒羅尼迦聖徒得到安慰，並勇敢為主受
苦。所以，在一切逼迫患難中的聖徒仍存忍耐和信心。基督降臨之時，要報應刑罰不信的人這
亦正是主在聖徒身上得榮耀，在他們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一 4，5，7～10)。
(2)第二章論及保羅糾正他們對主再來的思想，使他們明白主再來的時間和方式是怎樣的。所以，
盼望主再來的聖徒，堅定相信是神揀選了我們永不改變，信從真道下功夫讀聖經，認識聖經，
順從聖靈的引導，成為聖潔，生命豐富，屬於神，能靈魂體全然得救。在主未再來以前，必有
離道反教的事，提到不法的隱意怎樣發動、顯露，異端的興起是出於撒但的運動行事，必被定
罪。所以，我們應該「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都要堅守」(二 15)。
(3)第三章是保羅針對他們一些錯誤的做法，指出他們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應該做些什麼。所
以，我們要禱告求神使我們脫離惡者；相信主是信實的，堅固我們，保護我們；並引導我們愛
神，學習基督的忍耐，因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十 22)。並且我們要把主的道快快傳開；並按
規矩行遵守所領受的教訓，且要安靜作工(三 12)，以及行善不可喪志(三 13)。
(五) 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後書用四個不同的詞來描述基督的再來，但中文往往混淆不清，若不查對原文編
號，便無法加以分別：
(1) Katabaino(原文意即降下)──是指主再來時的第二階段，祂從高天公開的降下 (帖前四 16，
太廿四 27～31)。
(2) Parousia (原文意即降臨)──指祂親身臨近我們包括隱密公開的一段(帖前五 23，帖後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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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okalupsis(原文意即顯現，揭露，顯出)──指祂不再隱藏，同祂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
火焰中顯現(帖後一 7)。
(4) Epiphaneia(原文意即顯露)──指祂榮耀的顯出，對付那邪惡和不法的大罪人(帖後二 8)。
【默想】「正如在第一封信一樣，使徒保羅並不立即致力於解決犯錯之處，卻按部就班的，從各方面預
備聖徒的心，從而使他們抓緊真理，並摒棄那些曾經揭露出來的錯處。這就是神的恩典和智慧的方法，
校正他們的心，並不是純粹指出要對付的錯處和邪惡。」──凱理(W. Kelly)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賜給我們《帖撒羅尼迦後書》！叫我們看見祢是何等的愛我們、開恩
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好叫我們因祢的恩典能配得神的國，分享基督耶穌的榮耀；祢又
是公義的神，必會賞賜受苦的聖徒，定罪一切愛不義的人，審判敵基督。主啊，祢是信實的，祢應許榮
耀顯現的日子必定應驗。求祢將祢再來的景象，常常擺在我們的面前，鼓勵我們每天仰望祢隱密的『同
在』，好叫我們忠誠地等候祢的再來。奉我們主耶穌寶貴的名。阿們！
【詩歌】【我王必定快要再臨】 (《聖徒詩歌》390 首)
一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 天空都滿了他！ 待贖宇宙快見光明， 主要完成救法！
似乎聽見他的腳聲， 在那彩雲中間； 彷彿看見他的面容， 隱約顯露在天。
二 我今仰望我主『同在』， 不敢懈怠一點； 我今等候我主再來， 使我得著所天。
除了我主此刻就來， 接我與他同在， 乃是這件美事在懷， 乃是我心最愛。
三 我眼專看我的救主， 我心已經在天， 我口不說別的題目， 只說與主相見。
主的再臨已經緊近， 主來原是為我， 主的應許永遠可信， 從來沒有空諾。
四 我的救主，你的聖言 無可惑、無可減； 我今忠誠不顧臉面， 因你聖言自勉。
願你榮耀早日顯現， 仇敵敗，陰府陷； 願你應許早日應驗， 接我們到那邊。
五 你的膀臂是逃避所， 耶穌救主我神！ 你像天父一樣，保妥 一切靠你的人；
羊和牧者同樣輕重， 身和頭同境遇！ 誰也不能從你手中， 奪去你的兒女。
六 千人的手不能阻我， 萬人的眼也不； 路上荊棘，不過助我 忠勇進前得福。
我心！我靈！今當更新， 讓這世俗過去； 生命的主！求你快臨， 接我進入天域。
七 醫治的日！人的盼望！ 我真愛你光線； 公義的主！榮耀的王！ 我今伏你面前；
求你自己快登寶座！ 求你臉面快顯！ 求你伸手建立天國， 向萬民賜恩典！
八 真理本當得勝為王！ 自由本當為後！ 但是謊言竟然猖狂， 為這世界元首！
所以真理求你快來！ 帶著天光而來！ 好使仇敵遇見失敗， 眾子投入你懷。
視聽――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churchinmarlboro
這首詩歌的作者是伊凡羅伯斯(Evan Roberts，1878～1950)，他帶進了威爾斯(Welsh) 的大復興。羅伯
斯生在一個真正的威爾士家庭裡，並且是一對虔誠夫婦的兒子。他有十三個弟兄姊妹，排行第九，因為
家貧，十二歲就輟學了，然後在煤礦裡作工十二年。一九○二年，他二十四歲，跟一鐵匠作學徒。一九
○四年，他二十六歲，神就用他在威爾斯帶來復興。
神如何使用羅伯斯？我們能夠從詩里摸著歷代以來最剛強的靈。他能帶進這樣的復興，因為他是什麼都
能擺上，什麼都能舍得，什麼都能不顧。詩歌第二節的「同在」，希腊文是 parousia，意思就是同在；
指主的降臨，主的顯現。主雖然還沒有再來，但我們能夠把主的同在移來。這樣的「同在」激勵我們
「不敢稍有懈怠」。正如倪柝聲弟兄作詩說：「我的榮耀還在將來，今日只得忍耐；我決不肯先我的主，
在此世界得福。」當主再來的時候，願我們「挺身昂首」迎接祂的「同在」 (路二十一 28) 。這是何
等的盼望！

第二課《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一章》──主再來的安慰
【讀經】帖後一 1～12。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主再來的盼望，使那些在逼迫，患難中的聖徒得到安慰，並勇敢為主受
苦，而凡事叫主的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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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一章主題強調：(1)保羅的引言與問安(1～2 節)；(2) 為教會獻上感謝
(3～5 節)；(3)以主的再來安慰在苦難中的教會(6～10 節)；和(4)為教會代禱(11～12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神在過去、未來和現在為我們所作的：
(一)已過為我們所作的(1～4 節)：(1)祂作我們的保障──教會乃在祂裏面(1 節)；(2)祂作我們的供應
──恩惠平安從祂而給(2 節)；(3)祂使我們長進──信心格外增長，愛心充足(3 節)；(4)祂使我
們站住──在一切逼迫患難容存忍耐和信心(4 節)。
(二)將來要為我們作的(5～10 節)：(1)祂憑公義判定信我們算配得神的國(5 節)；(2)祂也憑公義將患
難報應那加患難給我們的人(6 節)；(3)當主再來時必使受患難之人得平安(7 節)；(4)又要刑罰惡
人，叫他們永遠沉淪(8～9 節)；(5)當那日子，祂要在我們的身上得榮耀(10 節)。
(三)神現在正為我們作的(11～12 節)：(1)激勵信徒，使我們過與蒙召相配的生活(11 節上)；(2)用大
能成就我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11 節下)； (3)賜恩給信徒，叫主的名
在我們身上得榮耀(12 節)。
【簡要】1～5節是全書的引言，包括祝禱的話，感謝的話，和稱讚的話。本書的問安幾乎與前書一
樣，這是因為兩卷書信前後所寫信的時間差異不大的緣故。接著，保羅為他們感謝神，因為他們：(1)
格外增長的信心；(2)充足的彼此相愛；(3)仍舊存忍耐和信心；(4)受苦配得神國。
6～10節，保羅以主的再來安慰在苦難中的聖徒。保羅陳明神是公義的，祂審判的原則是必將患難報應
那加患難給他們的人；也必使受苦難的人同得平安(6～7節)。因為神施行公義審判的時間和方式是：當
主耶穌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的時候，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不聽從福音的人人(8節)，他們的結局就是永
遠沉淪(9節)。可是主降臨的時候，卻是要在聖徒身上得榮耀，並顯為希奇的那日子(10節)。
11～12節是保羅為教會禱告。保羅禱告的內容：(1)願父神看他們(或我們)配得過所蒙的召(11節上)；
(2)願神用大能成就他們(或我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11節中)；(3)神用大能成就他們(或我們)一切因信
心所作的工夫(11節下)。保羅禱告的目的，乃是叫主的名和教會彼此互得榮耀(12節)。
【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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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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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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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一 3～5)保羅一開始便為帖撒羅尼迦教會感恩，因為他們信心增長，愛心充足，並因盼望
在逼迫和患難中，仍顯現出如此的忍耐和信心，故證明他們配得神的國。
【鑰字】 「感謝神」(帖後一 3)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逗留的時間很短，雖然沒有時間好好栽培那裏
的聖徒，但透過本書，我們得知他如何關懷他們，尤其是他為他們在禱告上所下的工夫。在今日的鑰節
中，我們再次讀到保羅為著他們在信、愛、望的長進光景，而向著神感恩。信、愛、望乃是他們屬靈生
活的基礎，也是他們忍受逼迫患難的力量。親愛的，我們是否看到或想到或經歷聖徒們在主裏面的長
進，而向神發出感謝呢？
【追求信望愛】托馬斯(Griffith Thomas)說：「信心是以過去為基礎，愛心是現在的功效，盼望憧憬未
來；或者說信心向後和向上看，愛心向外看，盼望向前看。這三樣組成基督徒真實與完美的人生，任何
一樣都不可缺少或輕看。」親愛的，讓我們一同追求認識基督、信靠神、被聖靈充滿，這樣，我們在
信、望、愛三樣要素上方能平衡發展！」
【綱要】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引言和感謝(1～5節)──信心增長，愛心充足，患難中仍存忍耐，配得神國；
(二)安慰的話(6～10節)──報應那加患難給他們的人，而受難的人同得平安；
(三)為教會代禱(11～12節)──配得所蒙的召，成就因信心所作的工，而主和教會得榮耀。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從帖後第一章3～5節，我們聽到保羅為帖撒羅尼迦教會所發出的
喜樂心聲，因他們在一切患難、逼迫中的傑出表現：
(一) 長進(帖後一3)──信心格外增長，愛心充足。「格外增長」原文huperauxano，意即大量成長，成
長驚人。成長是每一個正常基督徒的標誌。活的「信心」是不斷增長，而患難則更是幫助我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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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增長。「充足」原文pleonazo，意即使增多，充足有餘。信心的增長是一種內在的長進，隨著內
裏生命對神的經歷而增長；愛心的充足是一種外在的增加，隨著外面生活與眾聖徒的接觸，而越
過越擴散加多。正如麥敬道(Charles Mackintosh)所說：「信心使我們在神裏面與永恆的愛的泉源
接觸，結果叫我們心中的愛能流露給所有屬於衪的人看。」
(二) 站住(帖後一4)──在一切逼迫患難容存忍耐和信心。「忍耐」原文由 hupo 和meno 組成，意即
「在下」和「停留」的意思，這是指一種力量能積極抗拒壓迫，而不只是消極的忍受。這種力量
不但叫人可以忍耐任何的環境，並且可以支配環境。正如主耶穌對神存信心，甘心順服神所安排
的環境，而且留在壓力下，留在不利的處境中。所以祂在客西馬尼，在各各他，勇氣超凡。這字
也有另一個意思，是指植物在無法生長的環境中長出來。在患難中忍耐，不僅能幫助我們長大，
也使我們更能幫助他人成長。在此，「忍耐」是指我們因盼望主耶穌基督再來而產生的(帖前一
3) ， 叫我們在患難中堅定不移地承受，在逼迫中堅守信仰，沒有變節；而「信心」則加強了我
們對逼迫患難的忍耐。
(三) 配得(帖後一5)──因受苦算配得神的國。「配得」原文kataxioo，意即認為有價值；而不是指
「使配得」，乃是指「宣告配得」或「算是配得」之意。我們蒙神選召乃是要進入神的國並得祂
的榮耀(帖前二12)。然而要進入神的國，就必須經歷患難，這是屬靈的定律。因為惟有那些有分
於「耶穌的患難和忍耐」的人，才能在祂的「國度」裏一同有分(啟一9) 。因此，我們應當以積
極正面的態度來看待我們所遭受的苦難，因為苦難能磨鍊我們，叫我們配得神的國。
【默想】
（一） 1～5節說出保羅的引言和感謝，指出帖撒羅尼迦教會在信心和愛心增長充足，在患難中仍存忍
耐和信心。面對逼迫、困難，我們是否仍能感恩並喜樂呢？
（二） 6～10節說出保羅的安慰的話，指出主必使受苦難的人得平安，再來時必要在聖徒身上得榮耀。
面對主再來的遠景，我們是否受鼓舞呢？
（三） 11～12節說出保羅為教會代禱，願他們配得所蒙的召，成就因信心所作的工，與主共得榮耀。
得知主必再來，我們是否為別人和自已禱告呢？
【禱告】親愛主，我們渴慕天天追求信、望、愛的增長，好叫人在我們身上看見袮榮耀的彰顯，以致
天天能榮耀袮。
【詩歌】【神聖之愛，遠超眾愛】(《聖徒詩歌》18 首)
一 神聖之愛，遠超眾愛，天上之樂臨地上； 竟來住我卑微胸懷，作我相信的恩賞。
恩主，你是所有憐憫，你是純潔無限愛； 眷顧我們，帶來救恩，進入相信的胸懷。
二 哦，主，向我吹你聖靈，吹進煩擾的心裏﹕ 使我有分你的豐盛，享受應許的安息。
從我除去罪的愛好，除去一切的捆綁； 使我認識生命之道，使我完全得釋放。
三 大能的主，前來拯救，賜我生命何豐盛； 願你同在直到永久，永遠住在你殿中。
我要時常頌讚你名，照你喜悅事奉你； 不住禱告，不住頌稱，誇耀你愛永無已。
四 求你完成你的新造，使我純潔無瑕疵； 你大救恩我全享到，得以和你全相似。
更新變化，榮上加榮，直到滿有你身量； 直到進入榮耀之中，永遠將你愛頌揚。
視聽――神聖之愛，遠超眾愛～churchinmarlboro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18首)作者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他雖然生長在屬靈敬虔
的家中，但因神所賜天然的恩賜，使他逐漸離開神走向世界，後因他父母及哥哥們的代禱，才回到神面
前，裏面得了更新。就因他經過世俗的誘惑，肉體的軟弱和疾病的掙扎才回到主的恩典中，所以，他對
父神的愛有了深切的認識。後來在服事中，為主受到逼迫經歷患難，及身體的疾病，這些使他更深的經
歷聖靈所賜的愛。
每一個詩人的詩歌，都有他的獨特點。 查理衛斯理的詩歌表達他了個人在主面前的屬靈經歷和靈感。
十八世紀初葉，英國教會失去了宗教改革時的熱忱，當時教會腐化，人心冷淡，衛斯理兄弟奮起，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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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他寫的詩歌在復興聚會中成為聖靈運行的利器，使得成千上萬的人在他所寫的詩歌得到神的愛及
復興。
這首詩歌表達了神聖的愛超過所有的愛，並啟示了基督寶貴和完全的救恩 。第一節是從認識自己的
「卑微」、父神的憐憫，及無限的愛開始。接著說到聖靈在他心中動工，使他得到應許的產業。第三節
說到如何在新生命中事奉。最後說到，在新造中更新變化，榮上加榮直到滿有主的身量，進入主永遠的
榮耀。也說出父神救贖之愛的計劃及目的。願我們將這神聖的愛唱到永久。
【金句】「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帖後一12)
「你願意進入聖靈的引導之下，讓生活最高的目標為榮耀主耶穌的名（性格）？這是靈至高的目標，
在這一個世代之中，聖靈好似耶穌那樣有堅持的忍耐，尋求父神的榮耀，以求相交與合作。祂最願意
與愛主的人有相交，以熱切的愛愛他們，因為他們不計任何的代價為求神的榮耀。
這似乎是太高的目標麼？想想主怎麼以恩慈向我們保證，必會為我們成就一切所羡慕的良善（11節）。
祂先將願望放在我們裡面，又促成它實現，先給予輪廓，再加以色彩，你要將所羡慕的良善仰賴祂、
依靠祂，並且忠實地實現出來。那些好似孩童的杯子拿到湖邊去，雖然很葬，但浸入水裡便可以洗乾
淨，再裝乾淨的水。感謝神，因為祂為我們成就。我所要的必可完全得著，因為神能夠促成的。」─
─ 邁爾《珍貴的片刻》

第三課《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主再來的先兆
【讀經】帖後二 1～17。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準確地認識主的再來和主的日子，而鎮定，不動心，不驚慌；以及了解主來
前的預兆，必有離道反教的事和大罪人顯露的攔阻；並且認識神的救恩，而站立得穩。
【主題】《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主題強調：(1)認識主的日子(1～12 節)；和(2)認識神的救恩(13
～17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那大罪人，亦即「不法的人」」的特點(3～12 節)：
特點
重點
牠的性質(3～4節)
(1)離道反教(離經背道)──反叛正道；(2)大罪人──不法；(3)抵擋主
──敵對神；(4)自稱是神──高抬自己。
牠的危險性(5節)
因對教會關係重大，故不能不事先教導。
牠的顯露(3，6～8節上)
(1)在主的日子以前會顯露出來；(2)因受攔阻，必須到了時候才會顯露；
(3)雖尚未顯露，但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4)必須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才會顯露出來。
牠沉淪的結局 (3，8節下) (1)被主口中的氣滅絕；(2被主降臨的榮光廢掉。
牠的作為(9～10節上)
(1)是照撒但的運動；(2)能行各樣的異能神蹟；(3)能行一切虛假的奇
事；(4)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牠的跟從者(10～12節)
(1)他們必要沉淪；(2)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3)他們信從虛謊──不
信真理；(4)他們喜愛不義；(5)他們被定罪。
(二)神的救恩性質(13～17 節)：
性質
重點
救恩的源頭(13～14 節)
三一神的工作──(1)主的愛；(2)神的揀選和呼召；(3)聖靈的感動。
救恩的手續(13～14 節)
(1)藉傳福音；(2)信真道。
救恩的成就(13～14 節)
(1)能以得救；(2)成為聖潔；(3)得著主的榮光。
救恩的持守(15 節)
(1)要站立得穩；(2)要堅守所領受的教訓。
救恩的供應(16～17 節)
(1)主與父神聯手供應；(2)因著神的愛和恩典；(3)得著神永遠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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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得著那美好的盼望；(5)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得著堅固。
(三)十四個不同的對比：
積極正面的
消極負面的
主耶穌基督降臨(1，8 節)
那大罪人顯露(3，6，8 節)
主的日子(2 節)
那大罪人顯露的時候(6～8 節)
使徒口傳和寫信的教訓(15 節)
靈、言語、冒名的書信(2 節)
站立得穩、堅守、堅固(15，17 節)
動心、驚慌(2 節)
堅守教訓(15 節)
離道反教(3 節)
被主耶穌口中的氣滅絕(8 節)
自稱是神(4 節)
得著主耶穌基督的榮光(14 節)
被榮光廢掉(8 節)
聖靈的感動(13 節)
撒但的運動(9 節)
一切善行善言(17 節
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10 節)
信真道(13 節)
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不信真理(10，12 節)
得救、得著榮光(13，14 節)
沉倫、被定罪(10，12 節)
信真道(13 節)
信從虛謊(11 節)
被聖靈感動(13 節)
生發錯誤的心(11 節)
成為聖潔(13 節)
喜愛不義(12 節)
【簡要】《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是新約書信難解的經文之一，主要的原因是關乎「大罪人」顯露
的情形。本段跟前書所講的重點不同。例如：帖前第四章提到主降臨主再來時在空中所發生的事；而本
段所講的是主再來前地上所發生的事。前書所講的，是主降臨的第一步──從寶座降到空中，而活著存
留的人要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而本段所講的，卻是主降臨的第二步──從空中降到地上，而
滅絕「大罪人」，定罪一切沉淪的人。
本章論及保羅糾正他們對主再來的誤解。帖撒羅尼迦教會受到假預言的煽惑，以為主的日子已經到了，
就驚慌失措。所以他在此作詳細的闡釋，糾正他們的錯誤思想，使他們明白主再來的時間和方式是怎樣
的。神的兒女應當知道主快來的事，並且天天有等候的態度。然而相信主再來與查考主再來是一件事，
等候主再來卻是另一件事。
1～12節論及主再來前必成的事。首先，保羅指出有關主再來，「到他那裡聚集」即被提的日子與「主
的日子」時間並不相同。因此不論誰說「主的日子」現在就到了，保羅教導他們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
受人迷惑。跟著，他便解釋主的日子到來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大罪人的顯露。接下去，保羅描述
大罪人的性質和工作。大罪人就是將來的敵基督，又稱為沉淪之子，而抵擋主，高抬自己，自稱是神。
當保羅還在他們那裏的時候，常告訴他們這些事。所以他再提醒他們都知道那大罪人受攔阻，必須到了
時候才會公開的顯露。如今他雖尚未顯露，但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直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才會顯露
出來。(註『攔阻的』原文是『攔阻者』究竟『攔阻者』是誰，使徒保羅為何使用如此隱晦之詞而不肯
明言，是否有所顧忌，歷代解經家們對此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都不能提供給我們滿意的解釋。)接
著，保羅指出主再來之時，以口中的氣滅絕大罪人，以自己降臨的榮光廢掉他。不法者顯露之後，照撒
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行一切虛假的奇事迷惑將沉淪的人。而這些人跟從者，不信真理，喜
愛不義，將一同被定罪。
13～17節是保羅的禱告，內容與神救恩的目標與過程有關。保羅再次為他們感謝、代禱，盼望神堅固他
們。本段包含了保羅兩個禱告，一個是感謝的禱告，一個是祈求的禱告。在第一個禱告中，保羅為了神
在聖徒身上全部救恩的工作獻上感謝，其中包括：(1)神永遠的揀選；(2)因信真道，能以得救；(3)被
聖靈感動成為聖潔；(4)未來得享主耶穌基督的榮光。第二個禱告則強調神和耶穌基督，在他們身上所
應許的三個恩典：(1)永遠的安慰；(2)美好的盼望；(3)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他們。在這兩個禱告
之中，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勉勵：(1)要站立得穩」和(2)堅守所領受的教訓(帖後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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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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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叫你們因信真
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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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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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二13～15)保羅這個簡短的禱告，清楚啟示了三一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完全而寶貴，和
我們該盡的本份。親愛的，我們盡了我們的本份，神就負責完成祂的應許。
【鑰字】「站立得穩」(帖後二15)──原文為steko，是現在時式，意思是繼續保持站立得穩的狀態，
乃是根據神啟示的話語，直到主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個非常重要的吩咐「要站立得穩」之前，
有一個重要的禱告。這是每一位聖徒都當留意的，因為除非我們活在禱告之中，除非我們活在基督之
中，除非我們活在聖靈之中，否則我們是無法站立得穩的。
在保羅的禱告中(帖後二13～14)，將我們所蒙神的恩典和應許作了一個絕妙的總結，其中包括：(1)神
永遠的揀選；(2)因信真道，能以得救；(3)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和(4)未來得享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馬唐納(William MacDonald)說得好，「衪已向我們表明，這救恩乃源於神的選擇，由神的權能所成
就，透過神的信息而生效，並在神的榮耀中顯得完美。」並且勉勵我們該盡的本份：(1)要站立得穩和
(2)要堅守所領受的教訓。這一個禱告描繪出神救恩成就的過程：神的揀選→福音的呼召→聖靈的感動
→我們的得救(因信真道)→與主同享榮耀(得著基督的榮光)。因此，基於13～14節神救恩的事實，我們
得以「站立得穩」。
【綱要】本章可分成二部份：
(一)認識主的日子(1～12節)──以致不輕易動心，被虛假的傳言所搖動
(1)主的日子兩件大事──基督降臨和聖徒被提(1節)，
(2)不該被有關主日子的教訓輕易搖動(2節)，
(3)主的日子到來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大罪人顯露(3節)，
(4)大罪人顯露出來的光景(4～5，9～10節上) ，
(5)大罪人不到時候不能顯露的攔阻(6～8節上)，
(6)大罪人要被基督降臨所廢掉(8節下) ，
(7)大罪人的跟從者──跟從的原因和他們的結局(10節下～12節)；
(二)認識神的救恩(13～17節)──以致站立得穩、堅守教訓
(1)救恩的源頭：三一神的工作(13～14節)，
(2)救恩的手續：藉傳福音信真道(13～14節)，
(3)救恩的成就：能以得救成為聖潔得著主的榮光(13～14節)，
(4)救恩的持守：要站立得穩堅守所領受的教訓(15節)，
(5)救恩的供應：因著神的愛和恩典，得著永遠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16～17節)。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三一神的工作(13～14節)：
(1) 主的愛──我們的得救是根據主的愛。我們相信和接受祂，就是回應了祂愛的工作。並且祂
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我們到底(約十三1)。我們對主的愛是否有深切的體驗呢？
(2) 神的揀選和呼召──我們的得救是根據神選召的主權。祂『從起初』揀選了我們，表明了祂
既然作了這樣的揀選，就不後悔，必用祂豐盛的憐憫來扶持我們。並且神呼召我們的目的，
乃是要我們身體得贖，最終得享榮耀(羅八23)。我們是否格外珍惜神的揀選和呼召呢？
(3) 聖靈的感動──聖靈的感動，先使我們打開心門，接受祂所成功的救恩。在我們得救後，聖
靈會不斷地更新我們，使我們活出聖潔的生活。我們是否與聖靈合作，順著聖靈而行，結出
聖靈的果子呢？
(二)我們的本份(15節)：
(1) 要站立得穩──我們是否不受任何事物或環境所搖動？在信仰上堅定不移，活出安身立命的人
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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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堅守所領受的教訓──我們是否堅守所聽、所讀的真道，且忠誠地傳遞下去嗎？
【作好準備工作總是有益的】正如約瑟知道在豐年時為埃及囤積糧食，以備荒年使用一樣。我們也要
在心中儘量囤積神的話語，以備苦難一但臨到，我們能夠有備無患，及時應戰。這正如一位軍官說的：
「不論有無戰爭，學會善用兵器都是不吃虧的。」── 葛培理《浩劫前夕──苦難的透視》
【默想】
（一） 1～12節說出我們要認識主的日子，指出那日子之前，雖有離道反教之事和大罪人的顯露，但主
必降臨審判。在撒但的發動中，切勿被邪說、異端、邪靈、世風、苦難、虛榮、假神蹟、假先
知的傳言所搖動！
（二） 13～17節說出我們要認識神的救恩，指出得救以後的責任──站立得穩、堅守教訓。在動盪的
世代中，勿要下功夫讀聖經，認識真道，順從聖靈的引導，依靠神恩過聖潔的生活！
【禱告】親愛主，求袮加添力量，堅固我們，使我們能面對人生的困難、罪惡、痛苦；幫助我們活在
聖靈之中，使我們行走在袮的旨意中，直到我們進入天門，面見你的榮形。
【詩歌】【主耶穌，當我們想到袮】(《聖徒詩歌》180 首)
一 主耶穌，當我們想到你的一切恩愛，我們的靈盼望最好當面見你丰采。
二 雖然我們行在野地，寂寞、乾渴、駭驚， 左右荊棘，前後蒺藜，四圍仇敵陷阱。
三 我們卻從深處著想，知道你愛價值； 我們因此心裏明亮，讚美你恩不置。
四 你是我們生命、力量，盾牌、磐石、詩歌， 無論怎樣把你思想，總叫我們快樂。
五 可愛的主，保守我們緊緊跟隨你行，直到我們進入天門，面見你的榮形。
視聽――主耶穌，當我們想到袮～churchinmarlboro
一首好詩歌的內涵往往是根据詩人實際的經歷所發表的。這首詩歌為迪克（G.Deck，1802～1884）所
作。 1835 年，他蒙主呼召專一事奉，經過一段時間，英國國教按立他為牧師。後來他發覺國教的一些
制度和教訓有違聖經，其中他最不能接受的教義是「受浸即重生」。他若脫離了英國國教，過一個絕對
順服主、只討主喜悅的生活，英國國教會攻擊他，同工會誤會他，親友會給他壓力，前途更是一片茫
茫。為此他一直猶豫掙扎，不斷地問自己說：「我究竟該怎么辦才好呢？」這時他的妻子對他說：「無論
你作何決定，你若相信這是神的旨意，你就該不惜任何代價去遵行。」 迪克終於放棄不易得著的國教
聖職和生活的保障。他所經歷的這种艱難痛苦的困境，成為了寫出這一首詩歌的靈感。這一首詩歌感覺
非常柔細、非常摸人、非常叫人得著鼓舞。 任何願忠心服事主的人，遲早都會發現，他一生的道路會
滿了試煉。 然而每當想到主的一切恩愛，這些荊棘、蒺藜、野地，和野地中的寂寞、乾渴、駭驚，都
是主所量給的恩典，叫我們能從深處著想，更寶貝主愛的價值，讚美主恩不置。
【金句】
※ 「藉著主的來臨所帶來的安慰作為一個動機和方法，來抵消對那日子（主的日子）的錯誤解釋所產
生的不安。」──凱理(W. Kelly)
※ 「主再來我是無法知道的，但是，我們從社會，教會，以及猶太人的許多預兆便可知道主快要再來
了。所以，我們要警醒，等候祂再來。」── 倪柝聲

第四課《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主再來的吩咐
【讀經】帖後三 1～18。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從保羅的吩咐，了解我們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應有的生活操練；以及如何對
付教會中不守規矩的人。
【主題】《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主題強調：(1)彼此代禱(1～5 節)；(2)生活操練(6～15 節)；(3)
勸勉遠離背道者(9～11 節)；和(4)問安祝福(16～18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如何維持教會中的秩序，而叫聖徒按規矩行：
（一） 彼此代禱(1～5 節)；
（二） 遵守聖經的教訓(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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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效法主工人勞碌作工的榜樣(7～10 節)；
（四） 勸戒不遵守教訓的人和鼓勵行善不可喪志(11～15 節)；
（五） 享受主同在所賜的恩典和能力(16～18 節)。
【簡要】保羅在第二章解明大罪人顯露和基督降臨的次序，又勸勉他們要靠主站穩之後。最後第三章
是保羅的「吩咐」一共出現了四次(4、6、10、12節)。保羅指出他們因為誤解主的日子中，以致有人終
日閒散不作工，於是吩咐他們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應該做些什麼。
1～5節是保羅代禱的要求和他為他們的代禱。保羅請求帖撒羅尼迦聖徒為他們禱告，好叫：(1)主的道
理能快傳開；(2)他們脫離惡人的手。保羅也為他們禱告，求神引導他們的心，進入愛神裏，並進入基
督的忍耐裏。
6～15節是保羅勸戒的話。保羅特別在本段警戒那些少數人，不但自己不守規矩，還影響教會中其它熱
心行善的人。首先，保羅告訴教會要遠離不按規矩、不遵守教訓的人：(1)他們不按規矩而行(6，7，11
節)；(2)他們不遵守使徒的教訓(6節中，14節上)；(3)他們白吃人的飯(8節上)；(4)他們叫別人受累(8
節下)；(5)他們甚麼工都不作(11節中)；(6)他們專管閒事(11節下)。接著，保羅便以自己為例，勸勉
他們按規矩而行，安靜作工，自食其力。並且保羅勸他們要努力行善不可喪志。接下去，保羅吩咐對有
問題的弟兄要勸戒，不肯服規的弟兄要管教。而如何對付不按規矩而行的人，保羅教導：(1)要靠主吩
咐勸戒他們，要安靜作工，吃自己的飯(12節) ； (2)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14節
下) ； (3)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15節)。
16～18節是保羅問安和祝福的話。保羅願主親自賜給他們平安並與他們眾人同在，並附上自己親筆問
安。最後，保羅以「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的祝福的話作結語。
【鑰節】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帖後三 5)本節指出勝過惡人和患難的
方法，乃是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以愛神為動機，並效法主耶穌如何存心忍耐。因此，在積極方面，
我們因享受神的愛而愛神，活著遵行神的話(4 節)；在消極方面，我們因經歷基督的忍耐而有分於基督
的忍耐，在患難中堅守主的話(二 15)。
【鑰字】「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帖後三5) ──本節更準確的翻譯為「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進
入神的愛裏，並進入基督的忍耐裏。」這是非常寶貝的一個仰望。「願主引導你們的心」的「引導」
的原文kateuthuno，是祈求式的動詞，意思是「使直」，含有除去路上的障礙之意；「心」字是指人的
整個內在生命，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各方面。主怎樣引導我們的心呢？就是我們要每時每刻活在與主
的交通中。讓我們的心隨從聖靈的引導，而不受肉體、世界主宰或引導。主引導我們的心所帶來的結果
是什麼呢？
(一) 「進入神的愛裏」，好叫我們以愛來回應祂。「愛」按原文是指完全且無私的愛，神的愛己經藉
著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裏。然而我們對的愛要有更深的享受、體驗，我們整個的「心」就須受聖靈
的支配，使我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都浸透在聖靈裏。當我們被聖靈充滿，自然也被祂的愛所充
滿，而我們也就會流露神的愛而彼此相愛，以及愛人如己。
(二) 「進入基督的忍耐裏」，好叫我們以充足的信心與忍耐，等候祂的再來。「基督的忍耐」是指主
耶穌面對罪人的淩辱和十字架的苦難時所存的態度。當我們的「心」被引導，進到基督的忍耐所
作成的一切，自然我們就能經歷基督的忍耐，而也有分於基督的忍耐，在患難中堅守主的話。我
們若心中有神的愛，生命中有基督的力量，就能面對人所加給我們的羞辱和苦難。
【找事情來討主的喜悅】特銳沙姊妹一心一意想作討神喜悅的事，有時不能作討神喜悅的大事，她就
找些小機會，找些小事情來討神喜悅。當她很煩悶時，她便給人甜蜜的笑容，並說慈愛的話給人聽聽。
如果沒有這些機會，她便一直地向主說：「我愛你。」這樣便叫愛火在她心中燃燒不息。有時愛火似乎
將殘，她就為著愛神作一件不喜作的事，就如又投進一根乾草，使其愛火再燃起來。她說，當你覺得懶
到一個地步，不願從地上拾起一根線時，若是為著愛神的緣故拾了起來，這樣，比你高興時去作一件大
事更好。
【綱要】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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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彼此代禱(1～5節) ──
(1)要為主的僕人們代禱，使福音廣傳(1～2節)，
(2)也為聖徒們蒙主保守，並學基督忍耐代禱(3～5節)；
(二)生活操練(6～15節)──
(1)當遠離不按規矩、不遵守教訓的人(6節)，
(2)要效法工人們按規矩而行的榜樣(7～9節)，
(3)按規矩而行之教訓的內容(10～13節)，
(4)對待不遵守教訓的人(14～15節)；
(三)問安祝福(16～18節)──
(1)願主親自賜給平安並同在(16節)，
(2)親筆問安並確認筆跡(17節)，
(3)願主的恩與眾聖徒同在(18節)。
【鑰義】《帖撒羅尼迦後書》為一卷等候的呼召(Call to Wait)的書，勸勉我們在預備主再來時，應一邊
工作，一邊等候。這卷書信十分有層次地論到末日中「主的顯現」：指出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我們
應該做什麼:
(一) 期待主再來(帖後一)──祂的再來是我們在患難中得安慰的因素。保羅在第一章論及基督降臨之
時，要報應刑罰不信的人，這亦正是主在聖徒身上得榮耀，在他們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一4，
5，7～10)。我們因有主再來的盼望，所以我們的生活和生命的景況，必須與我們蒙召的身分和使
命相稱，並為榮耀主耶穌而活。因此，今天我們須先靠著神的大能，叫主的名在我們身上得著榮
耀；當主再來的時候，才能讓主在我們身上得榮耀。
(二) 等候主再來(帖後二)──祂的再來是我們在真理上站穩的動機。保羅在第二章糾正主的日子已經
到了的誤導，使他們明白主再來的時間和方式是怎樣的。我們因知道主再來的預兆，必有離道反
教的事，而異端的興起，並且有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叫人受迷惑，信從這個人。所以，在一
切的誘惑中、我們須因著神的愛和恩典得堅固，並因信站立得穩和堅守所領受的教訓 。因此，我
們要下功夫讀聖經，認識真道，順從聖靈的引導，依靠神恩過聖潔的生活。
(三) 預備主再來(帖後三)──祂的再來是我們在行事為人上守規矩的動力。保羅在第三章是吩咐他們
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應該做些什麼。在教會中，我們要在愛裡彼此代求、策勵，並按規矩行
事。所以，我們要求主使我們脫離惡者，堅固我們，保護我們，引導我們愛神，並學習基督的忍
耐心，等候祂的再來。在生活中，要克盡本分而安靜作工，並行善不可喪志。
【默想】
（一） 1～5節說出彼此代禱，指出(1)願主道快快行開；(2)願脫離惡人之手；(3)願主引導我們進入愛
神和基督的忍耐裏！在屬靈的兇猛爭戰中，勿忘用禱告抵擋無理惡人之手！
（二） 6～15節說出生活的操練，指出要按規矩而行，親手作工，努力行善；問題弟兄要勸戒，頑梗弟
兄永不放棄！在怠惰偏激的人性中，勿忘克盡本分和勸戒不受規矩的人，因此保守教會紀律！
（三） 16～18節說出保羅問安祝福的話，指出三方面的同在──主賜的平安、神的話語、主的恩典！
在主再來的交託中，勿忘享受三重同在的祝福！
【禱告】主啊！求袮引導我們的心，叫我們進入神的愛裏，並進入袮的忍耐裏。使我們一面愛慕袮的
再臨，一面盡在教會、家庭、工作上的責任。
【詩歌】【救主領我免迷途】(《聖徒詩歌》481 首第 1 節)
救主領我免迷途，溫柔領我完世路；
在你身邊我穩固，在你愛裏我居住。
(副)領我，領我，救主，領我免迷途；
我的前面無把握，救主，領我完世路。
視聽――救主領我免迷途～churchin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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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歌的作詞和作曲者是戴維斯(Frank M. Davis, 1839～1896)。他出生在紐約馬塞勒斯市
(Marcellus)。他是一位聲樂和器樂的老師，為著指導各地教會的唱詩班，經常四處奔走在美國東部和南
部的城市。戴維斯說這首歌曲是寫於 1880 年 8 月，當時他正在開往馬里蘭州巴爾摩市 (Baltimore)的輪
船上。他一生漂泊，但他對他的人生旅程有把握，因主是一步一步帶領他去光明地。
【金句】「在這兩封書信裏，使徒費了相當的筆墨講述主二次再來。神子的再來，是激勵每個基督徒
勤奮盡忠、貞潔自守、得盼望安慰、持守節操美德的根本動機。」── 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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