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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11
儆醒儆醒候主來候主來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 11

1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

2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2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 主的日子來到 好像夜間的賊 樣

3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

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

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

8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

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9 因為 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10 他替我們死 叫我們無論醒著 睡著 都與他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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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五1~11 我們看到「儆醒謹守、等候主的再來」。

保羅可能從提摩太感受到信徒對未來的事有焦慮，保羅可能從提摩太感受到信徒對未來的事有焦慮，

除了復活、被提，需要教導他們以外，

更從三方面提到面對主再來的真理。

主的日子無法預知，好像夜間的賊，也如同產難臨到懷孕的婦人，

信徒既然是白晝之子，那就要以信、以愛、以望，來儆醒謹守，

然後更要與主同活 更要彼此勸慰然後更要與主同活，更要彼此勸慰。

首先，保羅說：主的日子無法預知。

五1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五1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這是第十次直接稱呼讀者是「弟兄們」，帖前、帖後共有廿一次之多，

表明保羅對這建立不久的教會的關切。

保羅從提摩太那裏知道，

信徒對主再來有疑惑、焦慮，他就指出來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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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對主再來有疑惑、焦慮，他就指出來重要的問題—
不是主再來的準確時候，而是神的兒女需要儆醒、謹守、等候主來。

這裡講到時候，日期，徒一 當耶穌復活以後，四十天之久跟門徒講神國的事，

門徒就問祂：「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門徒就問祂： 主啊 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耶穌就說：「你要尊重、信靠神的主權，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時候」就是一件事發生的那段時間；

「日期 是 件事發生的確實時候 這些主沒有告訴我們「日期」是一件事發生的確實時候。這些主沒有告訴我們。

如果你聽到誰告訴你：主什麼時候會再來，幾年幾月幾日，那絕對是錯誤的。

特別在這末後的世代，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說法，隔不久就出來了。特別在這末後的 代 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說 隔不久就出來了

保羅說我不用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

這也印證帖後二5 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

所以由此可見保羅不是第一次講，所以保羅說你們自己明明曉得，

我講過了，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主的日子」，它其實是一個舊約的觀念，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聖經中提到主的日子」 它其實是 個舊約的觀念 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聖經中提到

「耶和華的日子」指的是神最後施行審判、賜福義人、消滅邪惡、復興萬物的日子

初代教會已經認耶穌是主了，所以新約裡常常會出現的是

「主的日子 基督的日子 耶穌基督的日子 或者簡化為「那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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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耶穌基督的日子」，或者簡化為「那日子」，

所以保羅顯然是把主的日子等同於主的降臨



羅二16 神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密事的日子。

福音書 講到「賊」，事實上也是耶穌自己對人子再來的一個比喻。福音書 講到 賊」，事實上也是耶穌自己對人子再來的 個比喻。

賊來是不會先預告、先告訴主人的，

強調的就是這個「忽然」，忽然來到全無預警。

太廿四42~44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這地方講到「夜間的賊」，新約只有在帖前五2 這裡出現。

啟三3 主對撒狄教會的使者也是這麼說：啟三3 主對撒狄教會的使者也是這麼說：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

若不儆醒，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賊來，他不會預告，是無法預知的。賊來到家裡的時候，絕對不會什麼東西都不碰。

假如有小偷光顧，家裡一定亂成一團，他總要東翻西找，

因為他要找一些貴重值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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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要找 些貴重值錢的東西。

當主再來的時候，日期我們不知道；當主再來的時候，應該也會是一個混亂的情況…

五3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 樣，他們絕不能逃脫。

我們也都會有相類似的經驗，

不要以為人生就是這樣平順、安穩，

甚麼時候有災害來，我們不知道的。

太廿四37~39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挪亞旱地造舟，他有很多機會傳上帝的旨意，挪亞旱地造舟，他有很多機會傳上帝的旨意，

只要有人問「挪亞，你在做什麼？」他就可以講。

但是到最後，進方舟的仍然還是只有挪亞一家八口。

來十一 因此他就定了那個世代的罪。

今天我們依然要吃喝嫁娶，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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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不只是為著生活而存在，

人必須要知道一件更大、更重要的事，就是關乎永生的事。

所以，舊約先知耶利米常常責備那些假先知，因為假先知喜歡說「平安了！平安了！」

真先知常常不講吉語而講凶言，雖然不論是凶言或是吉語，說真話總是逆耳的，真先知常常不講吉語而講凶言，雖然不論是凶言或是吉語，說真話總是逆耳的，

但假先知說有平安，其實是虛謊的。

真正的平安乃是建立在主的身上，每一件事情主都在掌權。

就像耶穌在路廿一35~36的提醒與警戒：

「因為那日子要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們要時時儆醒，

常常祈求 使你們能逃避這 切要來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接下去，保羅就用了一個產難婦人的圖像，相同的描述也常出現在舊約，

所表現的重點，比較是放在痛苦、驚惶上，例如：所表現的重點 比較是放在痛苦 驚惶上 例如：

賽十三6~8 你們要哀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

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所以，人手都必軟弱；

人心都必消化。他們必驚惶悲痛；愁苦必將他們抓住。

他們疼痛，好像產難的婦人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

舊約裡面 把人面對耶和華的日子那個痛苦 驚惶的情境 就類比產難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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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裡面，把人面對耶和華的日子那個痛苦、驚惶的情境，就類比產難婦人。

但在這個地方，保羅加上一個突發時間的因素，而且強調他們絕不能逃脫。

五4~8 節我們看到一個對照，五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

這裡一開始有一個「但是你們 沒有翻譯出來，這裡一開始有一個「但是你們」沒有翻譯出來，

「但是你們」使之後的經文跟前面 五1~3 有非常強烈的對比。

保羅帶出，神的兒女不在黑暗裡，若要面對主來的日子，

應該要有預備，應該要有正確的心態。

五4-5 重在「你知道」的這件事情上

五6 8 重在「你必須去行 的重點裡五6-8 重在「你必須去行」的重點裡

基督徒因著清楚末世觀，知道有一天要向主交賬，就會儆醒。

羅十四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羅十四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你不能幫你的先生交賬，也不能代替你的兒女交賬；

你可以為他們禱告，但是你不能代他們交賬，你再愛他們也沒辦法，

因為各人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但是換另外一個角度講，我也千萬不要因為受別人的影響，害自己交不出賬。

意思是：我要好好的謹守自己 在主面前走祂喜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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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我要好好的謹守自己，在主面前走祂喜悅的道路，

因為有一天我一定要交賬的。



當主再來，我們是歡然交賬，還是像從火中經過，僅僅得救？

當有一天我們見到主面，如果甚麼都交不出來，那是多麼慚愧呀！當有一天我們見到主面，如果甚麼都交不出來，那是多麼慚愧呀！

若是像來十一亞伯拉罕，

及那些存著信心死、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見證人，

他們從遠處望見，歡喜迎接應許的兌現，也歡然見主。

歡然見主像什麼？就好像我張開雙臂，向主跑去，

好像在同時主也向我走來 是那麼開心 那麼歡喜。好像在同時主也向我走來，是那麼開心，那麼歡喜。

在地上，主已經與我們同在了，

我們常常能體會祂的同在，享受恩典，享受愛，享受祂的賜福。我們常常能體會祂的同在 享受恩典 享受愛 享受祂的賜福

但是，我相信，這些世上的經歷，

沒有辦法跟我們真正見主面那個歡喜來比。

現今我們已經可以享受，

或者說得一窺天堂的榮耀，就好像耶穌登山變像一樣；

但是終究還是沒有辦法跟實體那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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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終究還是沒有辦法跟實體那樣的感受，

我們有一天可以直接與主相會來得榮美與喜樂。

v.4「那日子」回應 v.2「主的日子」，所以「黑暗」帶出的對照，

傳達出「日子」蘊含有「白晝」之意，羅十三12「黑夜已深，白晝將近」。傳達出 日子」蘊含有 白晝」之意，羅十三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此處的經文讓我們看到光明之子、白晝之子，是不屬黑夜的。

保羅用很多對比的詞彙，例如：5 以光明、白晝，對比黑夜、幽暗；

6 我們、別人；睡覺、儆醒。7他也用重複的語詞，用睡、醉來突顯夜間。

8 你是白晝之子，你是光明之子，信、望、愛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一個特徵。

這個地方又回應到 讓我們看到信愛望 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這個地方又回應到一3 讓我們看到信愛望－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

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信徒被描述成為儆醒守望的哨兵。雖然保羅只提到

護衛性的盔甲，但他用頭盔、胸甲，來象徵基督徒的主要美德，就是信愛望，護衛性的盔甲 但他用頭盔 胸甲 來象徵基督徒的主要美德 就是信愛望

就好像林前十三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我們不是很焦慮的想要知道耶穌到底甚麼時候來，而是儆醒、謹守、守望、等候，

在世過與蒙召之恩相稱的生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勸勉門徒總要儆醒禱告，

免得入了迷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應該要常常用儆醒的心來禱告。

在這個末後的世代 不但是個別的信徒要儆醒 教會整體要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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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末後的世代，不但是個別的信徒要儆醒、教會整體要儆醒，

教會領袖更要儆醒，不是人云亦云、跟著潮流走，而是帶領教會走在神的心意中。

五8、9 兩次出現「得救」。

8「得救的盼望」、9「神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8 得救的盼望」、9 神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預定」指的就是神按著祂全權的旨意決定、還有安排一些事情，就好像

提前一4 讓我們所看到的；帖前三3 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

得救涵蓋福音所帶來的全備祝福－

在基督裡現今的生命、脫離末世神的忿怒、

可與基督同享的將來榮耀的生命可與基督同享的將來榮耀的生命。

這樣的生命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主同活。

五9-10 承接前面 1‐8，以「因為」帶出結論。五9 10 承接前面 1 8 以 因為」帶出結論

保羅先用「不是的」消極的一面，再用「乃是」提出積極的一面。

五9 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五90 也是回應一10 的片語「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

五10 進一步闡釋祂替我們死，

也就是藉著祂的死，我們才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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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藉著祂的死，我們才可以得救

所以生命、救恩，在新約的用法是互通的。

五9~10 我們一同來看的就是「與主同活」，祂替我死，我為祂活。

羅十四7~8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著，羅十四7 8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著，

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這是一個委身，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活在世上其實意義不大嗎？自己很渺小嗎？

不是這樣的，神揀選我們、神看重我們、賜給我們寶貴的生命、並且賜給我們

永生之福；祂替我死、我為祂活，主也復活了、賜給我們復活得勝的盼望。

所以 這樣是 個委身 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有 個我全屬於你的意思所以，這樣是一個委身，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有一個我全屬於你的意思，

在這裡保羅的意思是：我活著，是為主而活，就要活得像一個神家裡的人，

我就要活出那樣一個樣式。我死了、我睡了，我還會復活，我就要活出那樣 個樣式 我死了 我睡了，我還會復活，

我會與主永遠同在，這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觀。

所以保羅回到了帖前四13~18 所處理的那個問題上，而且做出一個總結：

那些醒著的人就是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那些睡著的人就是已經睡了的人、已經安息的人，

到主再來的時候 都要與祂同活 復活得著新生命 與基督永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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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再來的時候，都要與祂同活，復活得著新生命，與基督永遠同在。

這個是基督徒對復活盼望的一個獨特內容。



所以復活不是只停在我們就可以與信主的親人永遠的團聚，

當然是這樣，那是非常美好的盼望；當然是這樣，那是非常美好的盼望；

復活帶來更大的祝福、更大的盼望

是我可以與主聯合、永不分離。

五11 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保羅用這樣的話來結束。

「彼此勸慰」作「彼此激勵」之意更好，

就是把保羅所說、所教導的這一切，

常常彼此來對說，常常彼此來勉勵、互相勉勵，常常彼此來對說，常常彼此來勉勵、互相勉勵，

這樣做我們就可以彼此建立、彼此建造。

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信了主以後，我們不能過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們信了 以後 我們不能過

魯賓遜似的基督徒生活、獨來獨往、不可以這樣。

在教會的生活當中，其實最寶貴的生命學習，

那個叫彼此 彼此相愛 彼此接 彼此的建 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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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叫彼此，彼此相愛、彼此接納，彼此的建立、關顧，

我們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當我們領受了這個福音的真理、安慰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勸勉、激勵別人，

然後我們就彼此建立、就是彼此的建造，

這就是非常美好的一個教會的生活。這就是非常美好的 個教會的生活。

四1、10 保羅說：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要更加勉勵。

雖然這裡沒有說要更加勉勵，但是其實也是含著這樣的意思，雖然這裡沒有說要更加勉勵 但是其實也是含著這樣的意思

你們要彼此勸慰、彼此建立，就像你平常已經在做的。

但 羅隱含 意但是保羅隱含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你們更加勉勵、我希望你們能夠彼此建立。

這是非常美好的一個提醒—這是非常美好的 個提醒

儆醒、謹守、我們等候主。

這是非常重要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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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告訴我們如何在地上過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

謝謝主，你沒有告訴我們你甚麼時候會再來，謝謝主 你沒有告訴我們你甚麼時候會再來

但你卻清楚地告訴我們：

要儆醒、要謹守、要盼望，要儆醒、要謹守、要盼望，

要以信、以愛、以望，來過我們基督徒在世的生活。

讚美主 求主幫 我們讚美主，求主幫助我們，

不但看重這樣的真理，也能夠行出這樣的真理，

並且與弟兄姊妹一起彼此來對說、

彼此來勸慰、彼此激勵、彼此建立，

讚美主！

這樣禱告奉 基督 名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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