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1 

【本週家訊】2016 年 9/25~ 10/1 

九月廿五日 

讀經 歌六～八；愛的增長 

鑰節 【歌六 3上】「我屬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屬我。」 

九月廿六日 

讀經 賽一～二；以賽亞被召得默示 

鑰節 【賽一 1～2】「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的

時候，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天

哪，要聽！地啊，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

將他們養大，他們竟悖逆我。』」 

九月廿七日 

讀經 賽三～四；審判的結果 

鑰節 【賽四 2～4】「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地的出

產必為以色列逃脫的人顯為榮華茂盛。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

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除淨。

那時，剩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

生命冊上記名的，必稱為聖。」 

九月廿八日   

讀經 賽五～六；以賽亞蒙召 

鑰節 【賽六 8】「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

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九月廿九日 

讀經 賽七～八；耶和華的兆頭 

鑰節 【賽七 14】「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

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 

九月三十日   

讀經 賽九～十；奇妙的救主 

鑰節 【賽九 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

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

的父、和平的君。」 

十月一日 

讀經 賽十一～十三；稱謝救恩之歌 

鑰節 【賽十二 2～3】「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

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

救。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九 6】──以賽亞列出四個特別的主名的名字。祂的名字帶著

四個特別的職分和名稱，也帶給我們不同的應許： 

(一)「奇妙的策士」 (Wonderful Counselor)，啟示祂的行事奇妙、

無所不知，藉著祂奇妙的作為，為我們完成了神的救贖。 

(二)「全能的神」 (Mighty God) ，啟示祂的自有永有、無所不能，

祂的得勝救我們脫離罪和死亡，幫助我們勝過所有的惡勢力。 

(三)「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啟示祂的無所不在，祂以

慈愛的時時關懷我們，並且要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四)「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因為祂以無比的愛和自己的

生命，使我們重新「與神和好」，並賜給我們平安和喜樂。 

親愛的，憑信心支取祂的寶貴應許。祂的名字能應付你一切的需要、

難處。 

【《以賽亞書》默想】本書的主要內容──本書係舊約五卷大先

知書的第一卷(賽，耶，哀，結，但)，其開始是論到神對選民以

色列人的責備，審判，被擄；並預言別國之禍亂，以及末後選民

之重聚及復興；其次記述神的干預及拯救選民的史實；最後講到

神的安慰，救贖，賜福，與將來的榮耀。本書的主要事實──神

的審判(一～三十五章)；神的拯救(三十六～三十九章)；神的救

贖(四十～六十六章)。本書的主要作者──以賽亞。 

《帖後第二章》──主再來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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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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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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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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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認識神的救恩(13～17節)──以致站立得穩、堅守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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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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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的花束】 
 夢想不會透過魔法實現；必需有汗水、決心和努力。A 

dream doesn’t become reality through magic; it takes sweat,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 Colin Powell 

 夢想是品格的試金石。Dreams are the touchstones of our 

characters. ~ Henry David Thoreau 

 設定新目標和擁有新夢想，永不嫌遲。You are never too 

old to set another goal or to dream a new dream. ~ C. S. 

Lewis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

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賽 54:2）Enlarge the place of 

your tent, and let the curtains of your habitations be 

stretched out; do not hold back; lengthen your cords and 

strengthen your stakes. 

 將你心所願的賜給你，成就你的一切籌算。(詩 20:4) May 

he give you the desire of your heart and make all your plans 

succ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