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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後書二1~8
儆醒與鼓勵儆醒與鼓勵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1 8

1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2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2 我勸你們 無論有靈 有言語 有冒我名的書信

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 神的殿裡，自稱是 神。甚至坐在 神的殿裡，自稱是 神。

5 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

6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可以顯露。

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8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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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9~17
儆醒與鼓勵儆醒與鼓勵

9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10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9 17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

11 故此， 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使 信真 倒喜愛 義的 都被定罪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 神；因為他從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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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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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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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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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

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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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 神，

17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二1~12 可以說是書信當中最特殊的一段，講到的是不法之人的興衰，

它的前後段的經文也都跟這樣的主題相關，它的前後段的經文也都跟這樣的主題相關

這是對主再來的問題的提醒，神的兒女要知所分辨。

二13~17 是保羅第二次的感恩、鼓勵、還有代禱。

針對閒懶問題的 個勸戒 這也是因為誤解了主降臨的真理而產生的問題三針對閒懶問題的一個勸戒，這也是因為誤解了主降臨的真理而產生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到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主再來的問題。

擾亂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他不只是逼迫者、還有假教師，擾亂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他不只是逼迫者、還有假教師，

因此保羅他對假教師的錯誤提出了警告。

二1~2 保羅提醒信徒要知所分辨。

1 論到主降臨與聖徒相聚，印證到帖前四17所說的

2 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這個是有強調的作用、盼望信徒能夠沉得住氣。

他舉出了有三種可能的因素會擾亂信徒：他舉出了有三種可能的因素會擾亂信徒：

1.有靈、或者講預言，這是一個超自然的啟示

2.有言語，也就是傳達，指的是某種口頭上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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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冒我名的信函，這個意思比較模糊

也許保羅還不能夠確定，發生在帖撒羅尼迦教會的是哪一種情況。



假教師他的錯誤訊息就是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保羅提醒信徒說：

你聽到這樣的說法，你不要驚慌、要沉得住氣、不要失去了信心、要保持鎮靜。你聽到這樣的說法，你不要驚慌、要沉得住氣、不要失去了信心、要保持鎮靜。

他們困惑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有靈、有言語、有冒使徒之名的書信。

保羅固然習慣在他的書信、尾聲的部分他會親筆簽名，

當然這樣也是可以防範冒他名所寫的這樣的事情。

所以保羅一開始就提醒信徒：我們要知所分辨，

雖然好像有 些特別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驚慌 你不要輕易動心。雖然好像有一些特別的事情，但是你不要驚慌、你不要輕易動心。

二3~4 保羅繼續地來提醒他們…
二 你不要動心、你不要驚慌，那是保羅的一個安慰跟一個提醒，二 你不要動心 你不要驚慌 那是保羅的 個安慰跟 個提醒

二3 就更直接地警戒告訴他們說：不要被這些假教師的說法誘惑了。

由此可見假教師的說法的影響力，在當時的教會是很大的，

所以保羅要澄清主再來的事情，它發生的前後的次序。

二3 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先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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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先臨到，

以及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的顯露。

主再來之前，有一件事會發生，就是背道的事；

有 個人會顯露 就是大罪人（不法之人、v 8）、沈淪之子有一個人會顯露，就是大罪人（不法之人、v.8）、沈淪之子，

這裡雖未言是「敵基督」，但就經文而言顯示他就是。

首先，既是不法之人，首先 既是不法之人

表示他反抗所有的律法，不論是道德的律法或是國家的法律

其次他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他受崇拜），

以致坐在神的殿中，自稱是神

「神的殿」此語本身是指耶路撒冷的聖所，但它在本節是比喻性用法，

旨在表達不法者公然違抗神，並篡奪神在世上應有的地位；旨在表達不法者公然違抗神，並篡奪神在世上應有的地位；

換言之，保羅借用了 以西結書廿八2、但以理書十一36 的語言和圖象。

結廿八2 「人子阿，你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結 八 人子阿 你對推羅君 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你心裡高傲說，我是神，我在海中作神之位，

你雖然居心自比神，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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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十一36「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歷史中的跡象：

聖殿被安提阿哥四世 167BC進入耶路撒冷的聖殿聖殿被安提阿哥四世 167BC進入耶路撒冷的聖殿

羅馬將軍龐貝於 63BC進入至聖所

羅馬皇帝亦稱該猶克力古拉，

於 AD40企圖把自己的雕像安放在聖殿中

聖殿被人所褻瀆或企圖褻瀆，正是此意象的具體說明──
來描寫不法者與神為敵的態度和活動來描寫不法者與神為敵的態度和活動，

當然在他心中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殿（耶路撒冷聖殿、天上的聖殿、教會、…），

而不法者會真的坐在其中，宣佈自己是神。用的是這樣的語法或圖像。而不法者會真的坐在其中 宣佈自己是神 用的是這樣的語法或圖像

耶穌在太廿四15曾說：「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太廿五23-24更提醒：「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

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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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

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使徒約翰是唯一使用「敵基督」這個詞彙的新約作者，

約壹二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約壹二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現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他用當代假教師的活動來重新詮釋敵基督，以凸顯這些假教師對道成肉身的否認。

約翰再三使用這個字眼，認為只要是不認耶穌是道成肉身來的，

就是散播迷惑的人，是敵基督。

從後使徒時代的教會裡，基督徒熱切地在當代人物中尋找敵基督的身影，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政治領袖取代了宗教領袖，成為敵基督的候選人。

從拿破崙、希特勒、墨索里尼到史達林，從拿破崙 希特勒 墨索里尼到史達林，

因為他們都有著無神論和無法無天的特質。

那麼，敵基督到底是誰呢？從但以理到耶穌、從保羅到約翰，

這個在聖經中一再重新詮釋、和重複使用經文的過程，

我們可以說，歷史會重複，歷世歷代那些敵擋基督者，

過是終極「不法之人 的先驅 這位終極者屬於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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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終極「不法之人」的先驅，這位終極者屬於末世，

是最後一場終極背叛的領袖，和基督再來的先兆與信號。



二5~8 攔阻要被除去，

二5 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二5 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

一開始其實他原來是用你們不記得嗎？這樣的一個問話、問號，來做這一節的開端。

由此可見保羅曾經教導信徒此項主題，

但顯然他們當中或者有人忘記，或者軟弱受了迷惑。

若那時記得，邏輯上現在也應該知道那攔阻的是甚麼，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可以顯露二6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可以顯露。

所以在二5 你們不記得開始，然後在後面說：

你知道啦、那個攔阻的是誰呀？是什麼呀？是要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你知道啦 那個攔阻的是誰呀？是什麼呀？是要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

是要叫他、或者使、使他可以顯露，就表達出這個目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在他自己的時候，也就是神為他所定規的時候、這個人他就會顯露出來。

二5「記得」、二6「知道」，就顯示出保羅跟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之間

他們有一個彼此的會心之處，因此，保羅覺得他不需要重複講太多。

當然這樣的 個表達 對我們後世的讀者來講 我們就 無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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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樣的一個表達，對我們後世的讀者來講，我們就一無所知了。

就是他們彼此之間他們了解，但在這裡表達的，當然就不是那麼樣的周全。

奧祕，在新約出現有 20 次，保羅書信占了四分之三

二7-8a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

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隱意跟不法的相連，意思就告訴我們：

二6 「攔阻的」，是一個現在主動分詞、它是一個中性的，新譯本翻成「箝制」

二7 「有一個攔阻者」，現在有一個攔阻者，二7 有 個攔阻者」，現在有 個攔阻者，

它雖然也是現在主動分詞、但是它是一個陽性的詞，

等到那個攔阻的被除去、那個被除去就是離開了，或者說箝制他的那個解除了

保羅認為：在他寫信的時候，這個不法的人還不會顯露，

因為有一個攔阻的力量在攔阻他，也就是二7當中的這個所謂攔阻者。

有 個攔 有 個攔 者二6 有一個攔阻他的、二7 有一個攔阻者

二6 講到中性的、二7 講到一個陽性的

這裡面就有很多的一些複雜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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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就有很多的 些複雜的解釋

或者說這個指是什麼？那個是指誰？是蠻複雜的一個討論。

二6 那個阻力、攔阻的指的是聖靈，二7 攔阻者就是指教會，

現在聖靈在攔阻，但是當教會被提以後，那個不法的人就要顯露了現在聖靈在攔阻，但是當教會被提以後，那個不法的人就要顯露了

阻力指的是現在福音還沒有傳遍地極，就是那個攔阻者他是宣教者，

宣教者還在努力地傳福音，等到福音傳遍地極、信主的外邦人的數目添滿，

或者說信主的人在主那裡、祂會再來了，在這個情況當中、宣教的工作要停止了，

所以福音傳遍地極，現在是一個不法之人顯露出來的阻力，

因為那個攔阻者、那個宣教者，他還在繼續進行傳播福音的大使命因為那個攔阻者、那個宣教者，他還在繼續進行傳播福音的大使命

阻力是指著羅馬帝國還有她的勢力，那個攔阻者、阻止者，指的就是執政者，

或者說在保羅那個時候講到羅馬皇帝，保羅看國家是懲罰罪惡的機制。

也可以說任何國家只要公平、正義的監護，都可以說是一個攔阻者

基本上我們不需要勉強把這段經文，套在我們這個有限知識所設定的結論裡，

但是我們曉得這個不法的人他的下場是什麼，

二8 主耶穌要用祂口中的氣滅絕他們，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們。

這是一個同義的平行句，就是口中的氣、降臨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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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個同義的平行句，就是口中的氣、降臨的榮光，

不法之人他有他的一個下場。

為什麼他是被定罪呢？二9~12 這個不法之人他的行徑是什麼呢？

他們是照著撒但的行動、行各樣的異能、奇事、還有一些荒誕的事，他們是照著撒但的行動、行各樣的異能、奇事、還有 些荒誕的事，

聖經告訴我們是所謂虛假的奇事，

然後他們在那些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這個不法之人、這個敵基督的來到，

他就仿冒基督行異能、奇事、神蹟，

他是一個逼真的贗品，充滿著撒但的誘惑，他是一個逼真的贗品，充滿著撒但的誘惑，

引誘那些拒絕真理的人上當、受騙。

而那些沉淪者的光景是什麼呢？二10 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而那些沉淪者的光景是什麼呢？二10 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 使他們得救

二11 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神就使那個錯謬的思想運行在他們當中。

保羅在羅一18~32 所說的好多個「任憑」：

一24 所以神任憑他們，一26 因此神任憑他們，一28 神就任憑他們。

「任憑」是什麼呢？奧古斯丁對任憑有一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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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憑」是什麼呢？奧古斯丁對任憑有 個定義，

「任憑」就是神收回祂攔阻人犯罪的手，使人繼續犯罪。



祂在攔阻人犯罪，有的時候我們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神攔阻我們。

這個事情被發現了、這個事情讓人知道了、沒有很順利，因為那是不討神喜悅的。這個事情被發現了 這個事情讓人知道了 沒有很順利 因為那是不討神喜悅的

但是被發現是好的，免得我們繼續再去行嘛，所以神攔阻。

但是神不攔阻了、神放手了，你繼續做吧！

其實「任憑」的本身就是一個刑罰：任憑是神收回祂攔阻人犯罪的手。

神愛我們，所以祂常常攔阻我們犯罪，但是我們就是不聽、就是不領受這個真理，

我就是要執意而行。當這樣的一個情況一直往下去的時候，我就是要執意而行 當這樣的 個情況 直往下去的時候

神收回祂攔阻人犯罪的手、人就繼續犯罪了，弟兄姐妹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結局！

神當然不願意我們繼續犯罪，聖靈常常用微小的聲音來提醒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也會讓聖靈擔憂，如果主提醒我們，藉著人，可能是一篇道；

藉著我們自己讀經、靈修，神的話在我們心裡，做提醒、做糾正，做及時的挽回，

我們要感謝主！「任憑」就是神的手拿開了，多次地勸、不聽，你要做你就去做吧！我們要感謝主！ 任憑」就是神的手拿開了，多次地勸 不聽，你要做你就去做吧！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沉淪者的結局就是被定罪了，

這一條不歸路，它的開始在於他喜愛不義，然後他漸漸走上拒絕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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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撒但趁虛誘惑，以致於他的心裡逐漸剛硬，到最後就是沉淪。

求主幫助我們，我們可以在神自己的清楚的話語當中受教。

二13~17 感恩還有代禱，這一段是接續著帖後一3的感恩之後，

第二段的感恩、還有鼓勵。第二段的感恩、還有鼓勵。

代禱的模式也像 帖前二13、帖前一2，

在這個地方同樣的我們可以看到感恩還有代禱的關係。

感恩是在 二13~15，12一開始，看到了前面的那個定罪的問題—
13 就看到保羅強調「我們」：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 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

這個地方的「我們」有一個強調的作用，

我們要為你感謝神、我們必須要為你感謝、我們應該要為你感謝我們要為你感謝神 我們必須要為你感謝 我們應該要為你感謝

所帶出來的它不光是指著使徒、還有教會之間那個關係的親密，

也更可以看到牧者他最關心的、

還是信徒的靈命的成長、信心的堅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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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這是為感恩的一個原因。

14也是有一個「到這個地步」，原來的意思是說—
為了要達到 13的目的，神就藉著使徒所傳的福音來呼召我們，為了要達到 13的目的，神就藉著使徒所傳的福音來呼召我們，

神呼召的目的，就是要使信徒們可以得著主耶穌基督的榮耀。

所以這樣的感恩之後，15就是一個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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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地鼓勵說：你要站立得穩 你要堅守使徒的教訓再次地鼓勵說：你要站立得穩、你要堅守使徒的教訓。

最後就是 16、17的代禱：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

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和那愛我們 開恩將永遠的安慰 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對於父神的描述：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有時我們在基督在父神的前面，有一些描述、形容的句子，

例如說：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賜忍耐、安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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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看到像這樣在主、在神的前面，有一些美好的描述。

這個地方講到永遠的安慰、還有美好的盼望。

主開恩，然後將永遠的安慰，主開恩，然後將永遠的安慰，

永遠的安慰也就是永遠的、永恆的鼓勵

美好的盼望，指的是最後的得救、分享基督的榮耀

我們看到雖然教會面臨逼迫、還有一些錯謬的教訓，

甚至於到後面我們會看到一些閒懶之人的問題，

但是保羅還是為他們祈求：但是保羅還是為他們祈求：

他盼望神施恩，讓他們可以活出基督徒的樣式。

在這一章裡，我們看到有一些難解的經文，

但是我們也能夠憑著信心，

我 有 有屬靈 察我們有知所分辨、有屬靈的洞察力，

然後要來看這個末後的世代所發生的一切事，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能站立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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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最重要的 是我們要能站立得穩



求主幫助我們站立得穩，求 幫 我

讓我們的信心能夠定睛在你的榮耀上。

我們憑著信心、我們憑著信心、

我們也忍耐等候你的再來，

我們把自己再次交在主的手裡我們把自己再次交在主的手裡。

你是給我們美好的盼望的神，

我們在屬靈的生活裡，

但願我們天天可以經歷到美好的盼望，

在我們的前面引路，謝謝主。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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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