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帖撒羅尼迦、後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作者。 
 指出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受書人。 
 舉出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目的。 
 默寫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鑰節。 
 列出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帖撒羅尼迦前書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帖撒羅尼迦的信徒 
 
目的：肯定主快要再來：勸勉眾人並矯正錯謬的教訓。保羅又對攻擊他的事奉作

出回應 。 
 
鑰節：四 16－18 
 
生活和事奉原則：定睛耶穌基督再來的榮耀望便得安慰。 
 
主要人物：保羅、西拉、提摩太 
 

大綱 
 
壹、 引言：一 1 
 甲、 由：保羅、西，和提摩太 
 乙、 給：帖撒羅尼迦的信徒 
 丙：恩惠和平安從上帝和耶穌而來：一 1 
 
弍、 回顧：一 2－三 13 



 甲、 悔改歸向基督：一 2－10 
  一、 福音的大能：一 2－5 
  二、 福音的榜樣：一 5－6 

a. 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效法保羅：一 5－6 
b. 成為別的信徒的榜樣：一 7 

三、 福音的見證：一 8－10 
a. 帖撒羅尼迦信徒的信心在各處傳揚：一 8 
b. 他們的見證是福音真理的明證：－9－10 

乙、 佈道示範：二 1－20 
 一、 動機方面：二 1－6 

a. 不是徒然的：二 1 
b. 放開膽量：二 2 
c. 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二 3 
d. 不是要討人的歡喜，乃要討上帝的歡喜：二 4 
e. 不用諂媚的話：二 5 
f. 不求人的榮耀：二 6 

二、 行為方面：二 7－11 
a. 存心溫柔：二 7 
b. 如同母親乳養孩子：二 7 
c. 用愛心：二 8 
d. 辛苦勞碌：二 9 
e. 行為聖潔、公義：二 10 
f. 如父親待子女一樣：二 11 

三、 信息方面：二 12－13 
a. 叫你行事為人對得起主：二 12 
b. 所傳的乃是上帝的道：二 13 

四、 接受方面：二 13－16 
a. 他們接受上帝的道的本質：二 13 
b. 他們接受上帝的道的結果：二 14 

i) 效法在猶太中上帝的各教會 
ii) 因上帝的道同受猶太人苦害：二 14 

丙、 跟進信主的人的示範 
 一、 他們的關注：三 1－5 

a. 他們的動機：三 1 
b. 差遣提摩太：三 2 
c. 被差派者的描述：三 2 

i) 我們的兄弟 
ii) 作執事的 



iii) 在福音上同工的 
d 差遣提摩太的目的：三 2－4 

i) 堅固你們：三 2 
ii) 勸慰你們：三 2 
iii) 免得在般患難中動搖：三 3－4 
iv) 防避誘惑：三 5 
v) 保護他們的工作：三 5 

二、 跟進程序：三 6－8 
a. 提摩太的報告內容：三 6 
b. 對提摩太的報告的反應：三 7－10 

i) 得了安慰和鼓勵：三 7－8 
ii) 感恩和禱告：三 9－13 

 
叁、 前瞻：盼望主再來的生活：四 1－五 24 
 甲、 上帝喜悅的生活：四 1－2 
 乙、 成聖：四 3－8 
  一、 成聖的基礎：這是上帝的旨意：四 3 
  二、 成聖的應用：四 3－8 

a. 不放縱情慾：四 3－5 
b. 不欺負弟兄：四 6 

丙、 行為端正的理由：四 6－8 
 一、 主必報應罪：四 6 
 二、 蒙召本就是要行為端正：四 7 
 三、  棄絕這般生活等同棄絕上帝：四 8 
丁、 弟兄相愛：四 9－10 
 一、 嘉許他們的愛心：四 9 
 二、 勸勉更加相愛：四 10 
戊、 勸勉殷勤作工：四 11－12 
 一、 立志安靜：四 11 
 二、 各人辦自己的事：四 11 
 三、 親手作工：四 11 
 三、 向外人行事端正：四 12 
己、 關於在主裡死了的教導：四 12－18 
 一、 正確教導的需畏：四 12－13 
 二、 人與基督再來的關係：四 14－15 

a. 上帝將在基督裡死了的人與耶穌一同帶來：四 14 
b. 活著的要隨著已死的：四 15 

三、 基督再來的方式和結果：四 16－17 



a. 祂再來的方式：四 16 
b. 祂再來的結果：四 16－17 

i) 死人要首先復活：四 16 
ii) 活著的被提：四 17 
iii) 信主的人要永遠與主同在：四 17 

四、 信要用這些話彼此安慰：四 18 
 庚、 警醒候主再來：五 1－11 
  一、 祂再來的日子不明確：五 1－2 

a. 毋需教導：五 1 
b. 他們明明曉得：五 2 

二、 這樣不明確對未準備好的人的影響：五 3 
三、 這樣的不明確對信徒的影響：五 4－11 

a. 常作準備：五 4 
b. 行在光明中：五 5 
c. 靈裡不要睡覺：五 6 
d. 警醒：五 6 
e. 謹慎：五 6－8 
f. 披戴愛心和盼望的護心鏡：五 8 

四、 信徒的確據：五 9－11 
a. 預定得救，不是受刑：五 9－10 
b. 因這盼望得安慰和建立：五 11 

申、 教會中的關係：五 12－15 
 一、 敬重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五 12 
 二、 因他們所作的工格外尊重：五 13 
 三、 警誡不守規矩的人：五 14 
四、 勉勵灰心的人：五 14 
五、 扶助軟弱的人：五 14 
六、 向眾人要忍耐：五 14 
七、 不可以惡報惡：五 15 
八、 常要追求良善：五 15 

 壬、 個人操守：五 16－22 
  一、 常常喜樂：五 16 
  二、 不住地禱告：五 17 
  三、 凡事謝恩：五 18 
  四、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五 19 
  五、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五 20 
  六、 凡事要察驗：五 21 
  七、 善美要持守：五 21 



  八、 各樣惡事要禁戒不作：五 22 
 
肆、 結語：五 23－28 
 甲、 給他們祝福：五 23－24 
 乙、 代禱要求：五 25 
 丙、 問安：五 26 
 丁、 囑咐：五 27 
 戊、 祝蒙恩惠和平安：五 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帖撒羅尼迦的教會 
 
目的：教導信徒要等候主再來 。 
 
鑰節：二 3 
 
生活和事奉原則：主的日子來到前，人會離棄真道，因此教導和活出純正信仰便 

很重要。 
 
主要人物：保羅、西拉、提摩太 
 

大綱 
 
壹、 引言：一 1－2 
 甲、 由：保羅、西拉和提摩太：一 1 
 乙、 給：在帖撒羅尼迦的教會：一 1 
 丙、 恩惠和平安從父上帝和耶穌而來：一 2 
 
弍、 盼望基督再來而得的安慰：一 3－12 
 甲、 因他們的基督徒榜樣感恩：一 3－4 
  一、 感恩的理由：一 3 

a. 信心格外增長：一 3 
b. 眾人彼此有愛心：一 3 

二、 他們的行為對幾位寫信人的影響：一 4 



 乙、 因上帝公義審判得安慰：一 5－10 
  一、 上帝公義審判的明證：一 5 
  二、 上帝公義審判的顯明：一 6－8 

a. 審判的結果：一 6－7 
i) 上帝將患難加諸受患難的：一 6 
ii) 受患難的人在主再來時得平安：一 7 

b. 審判的日子：主與天使在空中顯現的時候：一 7 
c. 審判的對象：一 8 

i) 不認識上帝的 
ii) 不聽從主耶穌的福音的 

  三、 上帝公義審判的後果：一 9－10 
a. 失喪的永遠沉淪：一 9 
b. 聖徒得榮耀：一 10 

丙、 為信徒祈禱：一 11－12 
 一、 祈禱的內容：一 11 

a. 上帝認為他們配得過所蒙的召：一 11 
b. 上帝成就一切所喜悅的良善：一 11 
c. 上帝成就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一 11 

二、 祈禱的目的：叫主的名得榮耀，信徒也因主得榮耀：一 12 
 
叁、 留意有關基督再來的時間：二 1－17 
 甲、 保羅的擔心：二 1－2 
  一、 保羅關心的是主再來的日子：二 1 
  二、 不應有的態度：二 2 

a. 輕易動心 
b. 因靈、言語、書信警慌 
c. 確信正逐步實現 

乙、 末日的徵兆：二 3－12 
 一、 離道反教：二 3 
 二、 大罪人顯露：二 3－6 

a. 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二 4 
b. 坐在上帝的殿裡受人敬拜：二 4 
c. 自稱是上帝：二 4 
d. 到了時候必要顯露：二 5－6 

三、 他正在世界工作，直到聖靈被除去才顯露：二 7－8 
四、 他的結局：二 8 

a. 主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二 8 
b. 主要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二 8 



五、 敵基督的一些記號：二 9－12 
 a . 照撒但的運動：二 9 
 b. 能行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事：二 9 

c. 以不義的詭詐使人不領受真理而沉淪：二 10 
d. 生發錯誤的心：二 11 
e. 使一切的人被定罪：二 12 

i) 不信真理 
ii) 喜愛不義 

丙、 為帖撒羅尼迦信徒禱告：二 13－17 
 一、 因上帝起初揀選他們而感恩：二 13－14 

   a . 因信真道和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二 13 
   b. 藉福音呼召他們得著耶穌的榮光：二 14 
  二、 勸眾站立得穩：堅守所領受的教訓：二 15 
  三、 為他們的安慰和堅固祈禱：二 16－17 

a. 禱告的對象：二 16 
b. 禱告的內容：二 17 

i) 安慰你們 
ii) 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肆、 因基督再來作出吩咐：三 1－15 
 甲、 要祈禱：三 1－2 
  一、 傳福音的自由：三 1 
  二、 傳道人的安全：三 2 
   a . 脫離無理人的手 
   b. 脫離惡人手 

c. 脫離一切沒有信心的人 
乙、 在靈裡長進：三 3－5 
 一、 在主裡堅固：三 3 
 二、 在主裡脫離那惡者：三 3 
 三、 遵行所吩咐的：三 4 
 四、 讓主引導你們的心去愛上帝：三 5 
 五、 耐心候主再來：三 5 
丙、 關於行為和關係的吩咐：三 6－12 
 一、 遠離不按規矩和不遵守教訓的人：三 6 
 二、 效法行事正直的屬靈領袖：三 7－10 
 三、 信徒務要工作：三 10－12 
 四、 行善不可喪志：三 13 
 五、 勿與不聽從真道的人交往：三 14 



 六、 勿視不守規矩的人為仇敵，反要勸誡如弟兄：三 15 
 
伍、 結語：三 16－18 
 甲、 代求：三 16 
  一、 主賜平安 
  二、 主常與你們同在 
 乙、 確證：保羅親筆問安：三 17 
 丙、 祝福：三 18 
 

 
 
 
 
 
 
 
 
 
 
 
 
 
 
 
 
 
 
 
 
 
 
 
 
 
 
 
 
 



自我測驗 
 
1. 誰是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作者？ 
 

                                                                   
 

2. 舉出帖撒羅尼迦前書的目的。 
 

                                                                   
 

3. 誰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受書人？ 
 

                                                                     
 

4. 列出帖撒羅尼迦前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帖撒羅尼迦前書的鑰節。 
 

                                                                   
 
6. 舉出帖撒羅尼迦後書的目的？ 
 

                                                                   
 

7. 誰是帖撒羅尼迦後書的受書人？ 
 

                                                                     
 

8. 列出帖撒羅尼迦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9. 默寫帖撒羅尼迦後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在新約中，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是最詳盡討論敵基督出現的。（參帖後二 1 
－12啟十三 1－8）。 

 
2.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時建立的。（參徒十七 1－10） 
 
3. 無任何書卷較諸帖撒羅尼迦前書更關注教會被提。五章聖經都有提及。（見
一 10；二 19；三 13；四 13－18；五 1－11，23）。用圖表概述有關主再來。 

 
4. 留意基督再來前必岊現的一些事： 
  
  信徒離道反教：   帖後二 3 
  大罪人（敵基督）顯露 帖後二 3 
  聖靈從世上被除掉  帖後二 7 
  大迷惑     帖後二 11 
 
5.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和五章探討，「在主裡睡了」和「活著還存留的人」。寫出

你有關的發現。 
 
6. 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保羅提出幾個要驕正的問題。記下這些事，與及有關這

些事的教導或吩咐。 
 
7. 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保羅又鼓勵信徒們要更加做好某些事。列出這些勸勉。 
 
8. 按帖撒羅尼迦後書，不聽從福音的有甚麼結局？ 
 
9.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鑰詞是：福音、信心、愛心、盼望、主耶穌基督、上帝、 
聖靈、苦難（災難，受苦）、主的日子。 

 
10.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鑰詞是：患難、受苦、主耶穌再來、聖靈、榮耀、不法之
人、不守規矩、主的日子、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