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 AD50 秋天，保羅在哥林多寫帖撒羅尼迦後書，
跟前書的寫成相距不久 可能只有幾個月
跟前書的寫成相距不久，可能只有幾個月，
 保羅、西拉、提摩太，三個人仍然是在一起的，教會仍然還在受迫害當中
 經過幾個月的發展，主再來的問題、閒懶的情況，好像比以前更嚴重了！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第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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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寫帖撒羅尼迦後書這封短短的書信，寫作動機是什麼呢？
1. 帖前 有關主再來的教訓被誤解、或者曲解，他需要再進一步地予以糾正
2 帖前二14
2.
帖前二14~16
16，保羅對猶太人嚴厲指責當中，已經反映出教會遭遇逼迫的嚴重性，
保羅對猶太人嚴厲指責當中，已經反映出教會遭遇逼迫的嚴重性，
在帖後保羅更以嚴厲的話論到那些加患難給讀者的人，
帖後一6、8、9 我們都看到，顯示出信徒他們所受的逼迫要比以前更為猛烈了。
這封信就是要鼓勵信徒 在逼迫當中繼續 守所信的道
這封信就是要鼓勵信徒，在逼迫當中繼續堅守所信的道，
保羅也以基督再來的時候的榮耀來堅固他們
所反映出來的教會裡有人閒懶不做工的問題，越發嚴重，
越發嚴重
3.帖前所反映出來的教會裡有人閒懶不做工的問題
可能是他們對主再來有所誤解的關係。保羅在帖後就更進一步地
指示教會，需要對這樣的人採取紀律的行動，
 帖前四9
帖前四9~12
12 你看到有這樣的問題
 帖後三6~15 保羅特別針對這樣的問題來作一個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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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提到引起帖撒羅尼迦教會不安的有三種人：1. 逼迫者，2. 假教師，3. 閒懶的人。

帖撒羅尼迦後書一1~12

帖撒羅尼迦後書一1~12
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 神―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
2 願恩惠、平安從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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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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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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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
神既是公義的 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
7 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
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
那時
主耶穌同 有能 的天使 天 在 焰中顯現
8 要報應那不認識 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9 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10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
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 你們也信了
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們也信了。
11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 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
又用大能成就你們 切所羨慕的良善和 切因信 所做的 夫
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2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
都照著我們的 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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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們都很願意：在跑天路的時候、信心不會停頓，信心是不斷地增長的。
保羅感謝神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信徒們彼此相愛的心—
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
 在帖前一3、三6 提到信徒的愛心
 這地方特別聲明的是他們對彼此的那樣的一個愛，
這裡所表達出來的正是基督徒生命的見證
一個是裡面的信心的增長、一個是外面的對他人愛的行動，
個是裡面的信心的增長
個是外面的對他人愛的行動
你裡面的信心、你外面的愛心。保羅他對生活上的見證正是如此，
他也教導我們，我們對神、我們要守住信心，我們對人要保有愛心。

一、前言：一1、2
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
保羅 西拉 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 在 神―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
神 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
2 願恩惠、平安從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如果和帖前
帖前一 的前言來比較的話
的前言來比較的話，發現—
發現
 一1 加上了「我們的」，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
 一2 加上了「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恩惠、平安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保羅的同工依然是西拉、提摩太，
保羅的同工依然是西拉 提摩太 帖後 除了二5、三17 以外，
以外
整封書信都是用「我們」、用複數來呈現
二、感恩與代禱：一3、4
3、4
保羅就獻上了感謝，跟帖前一2~3 是很像的，
但這裡加上了一個「該」來作為強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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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的基礎有兩方面
感謝的基礎有兩方面：一個是信心，在這裡的增長，特別用一個現在時態的動詞，
個是信心 在這裡的增長 特別用 個現在時態的動詞
來表明保羅在寫後書的時候，信徒們的信心的增長仍然在繼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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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一3 在

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羅為他們的信心、愛心、盼望來感謝。
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保羅為他們的信心 愛心 盼望來感謝
帖後一3 講到信心的增長、愛心的充足，雖然沒有提到盼望，
但接下去 一4 他指出了忍耐，能夠忍耐，當然也是因為有盼望的緣故。
保羅也講到說：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
帖前一8 講到感恩：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裡已經傳揚出來，你們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什麼話。
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
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 所以不用我們說什麼話
帖後一4 保羅說我可以在眾教會為你們誇口。有沒有矛盾呢？不協調的地方呢？…
 感恩是把功勞歸給神，誇口是一個邀功的行為，從表面看這二者的確是有不協調
感恩是把功勞歸給神 誇口是 個邀功的行為 從表面看這 者的確是有不協調
 但是有一種感恩和誇口是一致的，因為實質上它們就是同義詞，
就像 林後十17 但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誇口是邀功，但是誇口的是指著主來誇口，在這樣的意義下，
感恩、誇口，就是一體的兩面了
保羅為信徒的誇口，是他對神的恩典而有的回應，
所以當我們這樣思想的時候，它們並沒有矛盾也沒有不協調。

一4 一開始有一個「甚至」的一個子句，就指出了使徒感恩的一個自然的結果。
一3 保羅說他為什麼要感恩呢？感恩以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一4 保羅為他們感恩的一個自然的結果是：
他為信徒在逼迫患難當中，仍然存有忍耐和信心，
以致於他在神的各教會為他們誇口。
所以類似的感恩的語詞，在後面也還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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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有感恩、有對他們的信心、愛心，各方面的肯定之後，
也對他們加以鼓勵，不要忘記 他們是在逼迫患難中的信徒。
也對他們加以鼓勵，不要忘記—他們是在逼迫患難中的信徒。
一5~10 是一段的鼓勵的話、保羅對信徒的鼓勵，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就是為神的公義來辯護。
因為信徒正處在患難、逼迫當中的這個事實，
很自然地就讓保羅想到了神公義的審判，
這是因為他對主來的這個日子的 個展望。
這是因為他對主來的這個日子的一個展望。
一5 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
這個名詞—明證，在新約裡面就出現在這裡，跟 腓一28 內文很相近：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
信徒為福音受苦，這不是一件新事，
帖前二、三章 都有提到，保羅辛苦勞碌、辛苦地牧養、教導，
為的是盼望信徒能夠在行事為人上，能夠對得起那召他們進神國、
得神榮耀的這樣的一個恩典。
得神榮耀的這樣的
個恩典。
信徒忍耐、信心的見證，對神的恩典做了一個回應—他們配得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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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配得神的國，在這個字「被算為配」或者「看為配」，是一個被動語態，
就好像 徒五41 記載著使徒們因為傳福音，他們不怕強權、被公會責打，
但他們的心裡很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就是為耶穌來受辱。
表示其實他們原來是不配的，我們哪一個配呢？沒有人配的，
但卻由於因為神的恩典而被算為配。…

為主受苦，這個是保羅以及他的同工常有的經歷。
保羅三次的宣教旅行，常常是面對很多的擾亂，
被打、被拖到城外，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一些見證。
保羅非常清楚知道受苦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但是他也深信—當主再來的時候，主的日子必定會帶來真正的安息。

弟兄姊妹在逼迫當中他們沒有後退、
他們那樣地堅忍 使他們配得進入神的國
他們那樣地堅忍、使他們配得進入神的國。
這裡不是說要憑行為得救，而是說他們對神的真信心，
在他們受逼迫 但是卻能夠堅忍不移的事實當中顯明出來了
在他們受逼迫、但是卻能夠堅忍不移的事實當中顯明出來了。

一7 「同得平安」 ，就是同享安息，當主再來的時候，我們會享受真正的平安還有安息。

對基督徒而言，不論是耶穌或者是保羅的教導，
對基督徒而言
不論是耶穌或者是保羅的教導
都很清楚地揭示了「受苦」還有「得榮」二者不可分割的關係，
 路廿四26 耶穌對前往以馬忤斯去的兩個灰心了
耶穌對前往以馬忤斯去的兩個灰心了、失去信心的門徒說：
失去信心的門徒說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祂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
 羅八17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
是的，沒有十架就沒有冠冕！

一6 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

所以有個現在時態的動詞「加患難」，
聲明這樣的一個逼迫在教會當中正持續地進行著。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他們的信心不斷增長的這個狀態是繼續進行
他們的信心不斷增長的這個狀態是繼續進行，
但是他們所接受逼迫的那樣的一個苦難的環境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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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樣一個字根的動詞就是「加患難」、還有名詞「患難」，
所強調的就是：神的刑罰、還有人的罪行，完全相符的這樣的事實。
今天我們放眼看去這個世界：所看到的盡是一些不公義的事，
惡人得勢、好人遭災，我們很容易向神抗議這個世上的不公不義。
事實上，神從來沒有休息，神正在運行，
祂允許祂的子民受苦的同時、也就是祂允許惡人得勝一時，
但是祂公義的審判 有 天 定會落在惡人的頭上。
但是祂公義的審判，有一天一定會落在惡人的頭上。
弟兄姊妹，我們需要有像保羅這樣屬靈的辨識力、以及從神而來的眼光，
 在帖撒羅尼迦信徒得勝的時候，保羅沒有恭維他們，保羅是鼓勵他們
 反而保羅是為著神恩典的明證、保羅來感恩，
在他們遭受患難的時候、保羅也沒有抱怨，反而是為神的公義來辯護
保羅對神祂未來的審判，他的確、他是相信的。在這樣的一封信裡帶出了三個問題：
1.審判什麼時候來呢？
2 誰會受到審判呢？
2.誰會受到審判呢？
3.審判的形式到底又是什麼呢？

因為神是公義的，所以當基督再來的時候，祂會改變逼迫者、還有受逼迫者的未來：
 祂要將患難報應在逼迫者的身上
 祂也一定會使受患難者與使徒們同得平安、也就是同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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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判什麼時候會來？答案就是當主耶穌同祂有能力的天使，
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的時候，審判在那個時候臨到。
 在火焰中，它原來的句子是放在 一8 的一開始的
 火在舊約裡就是神的聖潔、榮耀、審判彰顯的記號，
在出埃及記、以賽亞書、以西結書，都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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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誰會受到審判呢？
一8 就是報應那些不認識神的人、那些不聽從福音的人。
這個是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祂來到世上的時候其實都已經預告了的事
 約五22 父不審判甚麼人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約五27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基督的再來、主的再來，會有這樣的事。
翻成報應的這個字，它原來的意思是強調公義還有公平的懲罰，
不是復仇、是強調公義還有公平的懲罰。
3 審判的形式又是什麼呢？是要受到刑罰，
3.審判的形式又是什麼呢？是要受到刑罰，
審判的結局是永遠沈淪、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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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領受了主的恩典，我們得救、享受永生的盼望，
進入神的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以馬內利。
 這個神的名字的實質意義、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裡面是多麼的寶貴
 離開了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可怕的情況

在這一章的後面有代禱— 一11~12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
這個「因此 就是前面講了許多，有鼓勵、有感恩、有審判，
這個「因此」就是前面講了許多，有鼓勵、有感恩、有審判，
為著這個目的，「因此」就是回應了前面的 5-10，
這是一個牧者他發自內心的、他為信徒的一個禱告。
不論這個牧者他的牧養是如何、治理的策略是如何，
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都要朝著這樣的一個目標前進！

在講過主的顯現、審判之後，保羅就把重點放在主的榮耀上了：
在講過主的顯現
審判之後 保羅就把重點放在主的榮耀上了
一10 當主降臨，要在祂的聖徒身上得榮耀
還有 個平行的句子 要在 切信徒身上顯為希奇
還有一個平行的句子—要在一切信徒身上顯為希奇，
因為你們信了我們向你們所作的見證。
就因為福音這個好消息是關乎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因此人對這個福音的態度、還有回應，
就是神在末日審判的時候
決定他們命運的一個根據了，
這是很嚴肅的一件事情。

一11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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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的下面這一句—又用大能成就，
信徒要達到這個目的，他的唯 的途徑就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
信徒要達到這個目的，他的唯一的途徑就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
不是我可以做得到，而是主的恩典把我托住
所以要神所看為的配，是神先以祂自己的大能來使我們成為一個配，
以神的大能來成就一切的良善、和一切信心的工作。
當我們照著神的恩典、主的名就在信徒身上得榮耀，反過來也是一樣。
一12
12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
主的名因你們得了榮耀、你們因為主也得了榮耀，這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

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
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保羅說他從神的眼光來看的時候，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恩召，
他用主動的語態的「看為配」。
保羅的禱告要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在現在、
還有主再來的這個日子未臨的中間的這一段時間，
能夠過一個討神喜悅的聖潔的生活。
這個相同的觀念在 帖前四1
帖前四1~88 已經出現過：當主再來的時候，
神就可以看或者說神就可以宣告，他們是配得過起初對他們的呼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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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讓我們知道：現在還有短短的時間，
趁著白日、做神所召我們要做的工，
趕快地傳福音、與人分享這個福音的好處。
耶穌要在祂的兒女身 得榮耀
主耶穌要在祂的兒女身上得榮耀，
在 一10、12 我們都看到，
約壹三2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 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 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
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
是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雖然未來的事情還沒有顯明，
但我們知道 主如果顯現 我們就要像祂 因為我們會看到祂的真體
但我們知道，主如果顯現，我們就要像祂，因為我們會看到祂的真體。

在第
第一章
章 的查考之後
的查考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重點它一直重複出現的，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重點它 直重複出現的
是「基督的榮耀」，也就是與基督的再來是有關的，
它帶著一個非常強烈的前瞻的性質。
 一7 主耶穌在榮耀中顯現。雖未提榮耀一字，
但祂的顯現是與大能天使，一同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當然帶著極大的榮耀！
 一8
8 拒絕基督的人會離開祂的榮耀。這些原來是照著神的形像所造的人，
但他們卻永遠無分於神的榮耀，這是一個悲劇！

主耶穌在祂子民身上的榮耀，
 當然不是保留到最後一天，祂顯現的時候才彰顯，不是這樣
 而是從現在開始，到祂再來的時候不過是確認，
並且成全所有進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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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謝主，在 第一章 當中我們看到有前瞻的、有盼望，
看到我們現在該做的事，這都是在這一章裡面所提醒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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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你告訴我們
主耶穌會再來！與眾天使在火焰中榮耀地降臨。
求主讓我們在今世為人，
我們可以在各方面配得過所蒙的召；
求主也激發我們愛人靈魂的心，
好讓我們快快地去傳，
好讓我們快快地去傳
好讓我們可以與人同享這個福音的好處。
我
我們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裡，
交
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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