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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6 年 9/4~ 9/10 

九月四日 

讀經 詩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六；讚美耶和華的美善。 

鑰節 【詩一百四十六 2】「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

候，要歌頌我的神。」 

九月五日 

讀經 詩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讚美復興耶路撒冷的神。 

鑰節 【詩一百四十七 3】「他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

處。」 

九月六日 

讀經 詩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讚美耶和華。 

鑰節 【詩一百五十 6】「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

要讚美耶和華！」 

九月七日 

讀經 箴一～二；智慧的開端 

鑰節 【箴一 7】「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

和訓誨。」 

九月八日 

讀經 箴三～五；智慧的選擇 

鑰節 【箴三 5～6】「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

路。」 

九月九日 

讀經 箴六～七；拒絕淫亂的智慧 

鑰節 【箴七 2】「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則(或作

『指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 

九月十日 

讀經 箴八～九；智慧與愚蒙 

鑰節 【箴九 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聰明。」 

「敬畏耶和華」(箴一 7) ──《箴言》的目的是叫神的子民尋求

智慧，得著「智慧」(這詞在本書用了一百次以上)，好使我們在

地上過敬虔、蒙神悅納的生活。本章我們看見「智慧」在呐喊，

發出言語(1節)，並且告訴我們這卷書的目的——要使人曉得智

慧、訓誨、理解、仁義、公平、正直、謹慎、知識、謀略、學

問、智謀(2～6節)。而這「智慧」的關鍵就在於「敬畏耶和華」

(7 節)。本章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智慧」是建築於「敬畏

耶和華」的根基上。人如果認識祂而懂得祂的法則，敬畏祂而遵

行祂的旨意，就會得著真「智慧」。本書中所說的「智慧」並不

是指「世上的智慧」(林前一 20)，乃指人對神的認識和敬畏；並

且本書把「智慧」人格化，啟示「智慧」與亙古永有的基督(箴八

22)是不可分開的。所以，我們讀《箴言》的時候，試著將「智

慧」讀成「基督」，將會得著許多的亮光。 

親愛的，敬畏耶和華，一心跟隨祂，祂就必引導你追求智慧，走

上生命的道路，使你一生都在神的賜福中。你是否及早珍惜聽從 

智慧的呼喊，聽從了多少神對你說的話？ 

【《箴言》默想】──本書的主要內容──論到神的子民蒙神

祝福的手冊和生活為人的原則，包括信仰生活、家庭生活、社

交生活、親子關係、夫妻關係、主僕關係、弟兄關係、朋友關

係、處世原則、理財原則。本書的主要事實──「智慧」的性

質：(1)「智慧」的呼喊(一至九章)；(2)「智慧」的建造(十至

二十四章)；(3)「智慧」的堅固(二十五至三十一章)。  本書

的主要作者──所羅門，亞古珥和利慕伊勒。 

《帖前綜覽》──仰望、等候並預備主再來       
【宗旨】本書啟示了主的再來，是關乎：(1)聖徒的盼望和拯救 

(帖前一)；(2)聖徒的喜樂和獎賞(帖前二)；(3)聖徒當過彼此

相愛，成聖的生活(帖前三)；(4)聖徒的復活與被提(帖前四)；

(5)聖徒當過儆醒和等候的生活(帖前五)。 

【背景】《帖撒羅尼迦前書》在保羅書信中是最早的一封。約

寫在他歸主后十六年，當時他年約四十六歲，离主釘十字架的

時間不過二十年左右。本書三章六節說明保羅寫書的原因。保

羅那次在帖撒羅尼迦短短時間的布道，帶來非常可觀的成果，

只可惜突然來了不信的猶太人大大反對，迫使這次布道中斷。

那些猶太人招了些「市井匪類」，聳動全城的人起來，控告保

羅和他的同人煽動群眾，傳講「另有一個王耶穌」(徒十七 7)。

保羅被迫逃走到了庇哩亞，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又追到那

里，使他又不能不繼續向前走，結果到了雅典。在雅典时，保

羅對這新建立的教會心中懸念不已。雖然有兩次想再回去，卻

未能實現(帖前二 18)。但另一方面，在保羅去後，這新建立的

教會還在受逼迫中(帖前二 14)，因此保羅更覺掛心，很想知道

他們的情形。於是保羅打發提摩太回帖撒羅尼迦去(帖前三 1～

2)，探望聖徒的情形，並堅固他們(西拉亦被打發到馬其頓的別

處去)，而他自己則去哥林多(徒十八 1)，後來三人同在哥林多

會晤(徒十八 5)。保羅在哥林多聽到提摩太報告有關帖撒羅尼迦

教會的情形之後，知道帖撒羅尼迦教會的聖徒，不但未因逼迫

和試煉退後跌倒，反而還能在逼迫中熱心傳福音，心中大感快

慰(帖前三 6～10)。但另一方面，那些反對保羅的人，在逼使保

羅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卻又譏笑保羅沒有勇氣，並利用這件

事作為攻擊的把柄，說保羅傳福音另有詭詐(帖前二 3)。此外，

帖撒羅尼迦聖徒對主耶穌再來的真理，似乎有些誤解。例如：

已去世的人在主再來時是否能夠被提？主既要快來是否還要照

常作工？(帖前四 13～18;帖後三 6～16)。保羅針對這些情形寫

信給他們，一方面稱許他們的信心和工作，一方面解除他們心

中的疑難；同時鼓勵、指導他們怎樣在聖潔生活中，等候主的

再來。 

【本書的重要性】《帖撒羅尼迦前書》是保羅書信中其一最親

切的，充滿簡單、溫柔和愛慕的說話。帖撒羅尼迦教會是在患

難中建立的，是一新生的教會，建立後雖一直受本地人的逼

迫，但卻蒙了聖靈的喜樂，在信心和愛心上都有長進，而且成

了馬其頓和亞該亞人的榜樣。保羅心中快慰，為他們謝恩，所

以寫了這封信，一方面稱許他們的信心和工作，一方面解除他

們心中有關主再來的疑難；同時鼓勵、指導他們怎樣在聖潔生

活中，等候主的再來。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仰望、儆

醒、等候並預備主在榮耀中的再來，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研讀《帖撒羅尼迦前書》？】在研讀這一課之前，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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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書讀完一遍 (共 89節，大約 12分鐘)，並請把書中有關基督

再來的鑰節清楚地標明出來。 

【本書鑰節】「等候祂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裡復活的、 那

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帖前一 10)本書的每一章都提

到了主耶穌基督的再來。這節指出基督的再來是我們的美好盼

望。因此，主再來時如何對待我們，乃是根據我們今天對祂「等

候」的態度如何。 

「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 豈不是我們主耶

穌來的時候，你們在祂面前站立得住麼？」(帖前二 19)這節指出

基督再來是我們的喜樂和獎賞。當主再來時，我們是否得主稱讚

與獎賞，視我們是否忠心服事祂而定。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

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帖前三 13) 這節指出

基督再來是關乎我們的成聖。主的再來是我們過聖潔生活的動機

和動力。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

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四 17)這節指

出基督再來是關乎聖徒的復活與被提。當基督再來的時候，已死

的聖徒要復活，而與活着的聖徒一同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並且

要永遠與主同在。這真是一件令人滿得安慰的事。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

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那召你

們的本是信實的，祂必成就這事。」(帖前五 23～24)這節指出使

徒保羅祈 

求神的成聖和保守，能擴展至我們靈、與魂、與身體的各部分，

使我們在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無可指摘(提後一 12)。 

【本書鑰字】《帖撒羅尼迦前書》最特別的地方是，每章結束時

都提到「基督降臨(亦即基督再來)」(一 10；二 19；三 13；四

17；五 23)。書中的「降臨」和「來」，在希臘原文是

PAROUSIA，意思是「同在」。本書保羅特別以「基督再來」貫

穿整卷書，說明他的生活和工作，乃是以主的再來為吸引、鼓

勵、目標與警惕；並且也以此勉勵所帶領的聖徒。在新約二百六

十章聖經中，講到主耶穌受死，有一百九十五次；講到主耶穌復

活，有一百零四次；唯有講到主必再來，有三百十八次之多，平

均每二十節就有一節講論此事。由此可見主的再來在新約聖經中

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全本聖經的預言，幾乎都應驗了，惟獨最後

這個預言──主耶穌一定要再來，直到如今還沒有應驗。因為以

往的預言都一一應驗了，所以就給我們增加信心，相信這末了一

個，還沒有實現的預言，也必會按著神的時候實現，完全應驗，

絕不落空，這是我們所堅信的。為此，主耶穌啊！我們願祢快

來！ 

江守道弟兄說得好，「在早期教會歷史裡，在第二和第三世紀時

期，教會屢受羅馬帝國的逼害。當時的基督徒相遇時就用這個簡

單的暗號一MARANATHA——彼此問候，這個字的意思是「主

再來，主要來了」。有甚麼比主要來的事實更能叫在苦難中的聖徒

得著安慰？這不僅是在第二、三世紀是如此，曆世歷代以來基督

徒受到逼迫時都是這樣。不論是在歐洲、在亞洲、在非洲，或是

在其他地方，不管是在任何時代，當基督徒落在逼害中的時候，

能叫他們重新得力的，莫過於提醒他們主快再來的事實。」 

【本書簡介】主耶穌要在榮耀中再來，這是聖徒在患難中的盼

望。本書鼓勵我們當仰望、儆醒、等候並預備祂的再來。因主

再來的日子是隨時隨地的，我們的儆醒与等候也是每時每辰

的。在這極悖謬的世代中，我們唯一的盼望乃是被提。因只有

被提的盼望，才能催促我們在這末后的日子中，努力作工，過

聖別的生活，以致靈、魂、體得蒙保守；將來在主再臨之時，

才能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本書大綱】本書共五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五大段如

下： 

(一) 主的再來是聖徒的盼望和拯救 (帖前一 1～10)； 

(二) 主的再來是聖徒的賞賜(帖前二 1～20)； 

(三) 主的再來是關乎聖徒的成聖(帖前三 1～四 12)； 

(四) 主的再來是關乎聖徒的復活與被提(帖前四 13～18) ； 

(五) 主的再來是關乎聖徒今天的預備和將來的成全(帖前五 1

～28)。 

【本書特點】 

(一)保羅在本書中一再題到主的再來，一面勉勵在苦難中的聖

徒(一 6，14，19)，和安慰因有聖徒離世而憂傷的人(四 13～

18)；另一面囑咐他們為等候主的再來而在生活上該有的預備─

─聖潔自守(四：1～8，五 23～24)；親手作工(四 11)；儆醒謹

守(五 1～10)；彼此勸慰、相互建立(五 11)；常常喜樂、不住

禱告、凡事謝恩(五 16～18)。 

(二)本書沒有系統性和深奧的道理，內容比較簡單，因為帖撒

羅尼迦教會是初生和在患難中的教會，她所需要的是基礎的生

命供應和安慰。然而本書關乎基督徒一切主要信仰的基本真

理，與新約其他書卷所見證的都是一致的，例如： 

(1)信、望、愛的關係(一 3～4；林前十三 13；西一 4～5)。 

(2)主的受死與復活(一 10；西 14；五 10；羅一 3～4；十 9，

13；弗二 5～6；徒二 24 …)。 

(3)基督的再臨(一 10；二 19；三 13；4:15～17；五 1～3；林

前十五 23；腓三 20～21；彼後三 3～13；約壹二 28；三 2)。 

(三)保羅在本書中清楚提到三一神──父神、主耶穌基督和聖

靈(一 19～10；三 11；四 8) 。三一神乃是我們一切屬靈美德的

原因和依靠：(1)因盼望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前一 3)；(2)

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帖前一 6)；(3)靠主站立得穩(三 8)；(4)

主叫愛心增長(帖前三 12)；(5)神召我們要我們成為聖潔(帖前

四 7)；(6)神親自使我們全然成聖(五 23) 。 

(四)本書指明得救的人該如何在教會中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並簡要指出基督徒生活的要素：「信、愛、望」。信心是開

端、根基；愛心是過程、構成；盼望是總結、完成。信心是向

著神(一 8)，愛心是向著聖徒(三 12，四 9～10)，盼望是在於主

的再來(二 9)。 

(五)本書是保羅書信中一篇最親切的，充滿簡單溫柔和愛慕的

說話。帖撒羅尼迦教會是在患難中建立的，是一新生的教會，

建立後雖一直受本地人的逼迫，但卻蒙了聖靈的喜樂，在信心

和愛心上都有長進，而且成了馬其頓和亞該亞人的榜樣(一 2，6

～7；二 2)，保羅心中快慰，為他們謝恩，所以寫了一封特別的

親切、滿帶溫柔和愛意的信，一面表揚他們，另一面安慰他

們。因為他們信主不到一年如初生的嬰孩，所以不需要深奧而

有系統的道理，保羅以父母餵養和教導兒女的心情，給他們生

命的供應、安慰和囑咐，他疼愛他們，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願

意給他們(二 7～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