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第八课第八课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第八课第八课……

儆醒候主来儆醒候主来

音 萤幕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1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11
儆醒候主来儆醒候主来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 11

1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2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2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 样。
3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4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5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6 所以 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谨守6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 样，总要警醒谨守。
7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8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9 因为 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10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 睡着 都与他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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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11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五1~11我我我我「儆醒谨守、等候主的再来」」

保保可可可提提提感感我信信信信信信信有焦虑，保保可可可提提提感感我信信信信信信信有焦虑，

除了复活、被提，需要教导他们以外，

更从三方面提到面对主再来的真理。

主信主主无法预知，好好夜夜信贼，也也也产产产我产产信妇人，

信徒既然是白昼之子，那就要以信、以爱、以望，来儆醒谨守，

然后更要与主同活 更要彼此劝慰然后更要与主同活，更要彼此劝慰。

首首，保保保：主信主主无法预知」

五1弟弟我，论我论论、主日，不不不信不不我，五1弟弟我，论我论论 主日，不不不信不不我，

因因不我因因因因因因，主信主主信我，好好夜夜信夜一一」

这是第十次直接称呼读者是「弟兄们」，帖前、帖后共有廿一次之多，

表明保罗对这建立不久的教会的关切。

保保可提提提那那那那，

信信信主再来有疑疑、焦焦，他他他他信他他信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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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信主再来有疑疑、焦焦，他他他他信他他信他他—
不是主再来的准确时候，而是神的儿女需要儆醒、谨守、等候主来。

这那这我时候，日期，信一当耶耶耶耶以以，四四四之之之门信这神神信信，

门信他他他：「主主，不耶复以复复神他就这论论就？」门信他他他 主主 不耶复以复复神他就这论论就？」

耶耶他保：「不他尊他、信信神信主信，父凭凭因因信信凭，所所信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时候」他就一就信就就信那段时间；

「日期 就 就信就就信确实时候 这这主这有这这我我「日期」就一就信就就信确实时候」这这主这有这这我我」

也如不如我如这这不：主主主论论主主信，几几几几几主，那那信就那那信」

特别在这末后的世代，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说法，隔不久就出来了。特 在 末 代， 多 有 样 ， 来

保保保我不不不信不不我，因因不我因因因因因因，

这也这这帖以帖5我还就不我那那信论论曾曾这这信这这不我」

不是第 次讲所以所所可所保保不是第一次讲，所以保保保不我因因因因因因，

我这我我，主信主主信我，好好夜夜信夜一一」

「主的日子」，它其实是一个旧约的观念，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圣经中提到「主的日子」，它其实是 个旧约的观念，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圣经中提到
「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神 后施行审判、赐福义人、消灭邪恶、复兴万物的日子

初代教会已经认耶稣是主了，所以新约里常常会出现的是
「主的日子 基督的日子 耶稣基督的日子」 或者简化为「那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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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或者简化为「那日子」，
所以保保所所就把主的日子等同于主的降临



保帖16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密事的日子。
福音书这我「贼」，信事事也就耶耶因因信人子再来信一的比喻」福音书这我 贼」，信事事也就耶耶因因信人子再来信 的比喻」

贼来是不会先预告、先告诉主人的，

强调的就是这个「忽然」，忽然来到全无预警。

提太四42~44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不我也他预备 因因不我想不到的时候 人主他信我所以不我也他预备，因因不我想不到的时候，人主他信我」

这这这这我「夜间的贼」，新新只有就帖帖五2这那他这」

启启3主信撒狄教会信的的也就这主保：启启3主信撒狄教会信的的也就这主保

「所以他回回不就怎一怎感、怎一如所信，又他遵遵，并他悔悔」

若不若若，我我产我不那那，也也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道。」

贼来，他不主不这，就无无不那信」夜信我贼那信论论，那信不主主主绝绝绝不绝」

假也有小偷光顾，贼那一所家家一家，他他他绝他绝他，

因因他他他一这因他因因信绝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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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他他他 这因他因因信绝绝」

当主再来的时候，日期我们不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应该也会是一个混乱的情况…

五3人人保「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我我也绝主有相相相信相相，

不他以因人就他就这一平平、安安，

甚么时候有灾害来，我们不知道的。

提太四37~39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挪挪挪这挪挪，他有他他他主传事传信传传，挪挪挪这挪挪，他有他他他主传事传信传传，

只他有人他「挪亚，你在做什么？」他他可以这」

但是到 后，进方舟的仍然还是只有挪亚一家八口。

信四一 因此他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

今四我我今所他吃吃吃吃，这他就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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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人不只就因凭就耶为为就，

人必须要知道一件更大、更重要的事，就是关乎永生的事。

所以，旧新首那耶利米常常责备那些假先知，因因假首那喜喜保「平安了！平安了！」

真先知常常不讲吉语而讲凶言 虽然不论是凶言或是吉语 说真话总是逆耳的真先知常常不讲吉语而讲凶言，虽然不论是凶言或是吉语，说真话总是逆耳的，

但假先知说有平安，其实是虚谎的。

真人信平安乃就乃乃就主信的事，每一就信每主绝就主信」

他好耶耶就路太一35~36信提醒与警戒：

「因因那主主他产我全这事一全全全信人，不我他时时儆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 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接接接，保保他不我一的产难妇人信的好，相也信相相也常他这就旧新，

所所这信他所，比比就比就痛苦、惊惶事，例也：所所这信他所 比比就比就痛苦 惊惶事 例也

赛四启6~8不我他哀哀，因因耶耶耶信主主产耶我！

这主信我，好好毁毁可全可的信我」所以，人人绝我人人；

人人绝我人人」他我我惊惊惊惊；愁愁我必他我必全」

他我疼惊，好好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

旧新那里 曾人里信耶和华的日子那的惊愁 惊惊信每的 他相比产难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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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新那里，曾人里信耶和华的日子那的惊愁、惊惊信每的，他相比产难妇人」

但在这个地方，保罗加上一个突发时间的因素，而且强调他们绝不能逃脱。

五4~8我我我我一的对照，五4「弟弟我，不我你不就不不那」」

这那 这这有 的「但是你们 这有他没他信，这那一这这有一的「但是你们」这有他没他信，

「但是你们」使之后的经文跟前面五1~3 有非常强烈的对比」

保保保他，神信神神不就不不那，若他里信主来的日子，

应应他有预备，应应他有正确的心态」

五4-5重在「你知道」的这件事情上

五6 8重在「你必须去行」的重点里五6-8重在「你必须去行」的重点里

基基信因凭因因末世观，那那有一四他向主交账，他主若若」

保四四12这一我信，我我我人我他必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保四四12这一我信，我我我人我他必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你不能帮你的先生交账，也不能代替你的儿女交账；

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但是你不能代他们交账，你再爱他们也没办法，

因因我人他必因因信信在神面前说明」

但就但另另一的另另这，我也我我不他因因感因人信因因，害因因害不他害」

意思是 我要好好的谨守自己 在主面前走他喜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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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我要好好的谨守自己，在主面前走他喜悦的道路，

因为有一天我一定要交账的。



当主再来，我我就欢然交账，还就像从火中经过，仅仅因仅？

当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 如果甚么都交不出来 那是多么惭愧呀！当有 天我们见到主面，如果甚么都交不出来，那是多么惭愧呀！

若就好信四一亚伯拉罕，

及那这为凭信人存、并这有因凭所应没信见证人，

他我可他他他所，喜喜迎接应没信迎这，也欢然见主」

欢然见主像什么？就好像我张 双臂，向主跑去，

好像在同时主也向我走来 是那么 心 那么欢喜好像在同时主也向我走来，是那么 心，那么欢喜。

就地上，主主相与我我也就我，

我我常常可体主他信也就，享感享享，享感享，享感他信享享」我我常常可体主他信也就 享感享享 享感享 享感他信享享

但是，我相信，这些世上的经历，

没有办法跟我们真正见主面那个欢喜来比。

现今我我主相可以享感，

或的保因一得四得信得得，他好好耶耶耶耶耶好一一；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跟实体那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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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跟实体那样的感受，

我们有一天可以直接与主相会来得荣美与喜乐。

v.4「那日子」回应 v.2「主信主主」，所以「黑暗」保他信信带，

传传他「主主」蕴蕴有「白昼」之传，保四启12「不夜主已，白白必耶」」传传他 主主」蕴蕴有 白昼」之传，保四启12 不夜主已，白白必耶」」

所他信相此此我我我我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就不不不夜信」

保保不他他信比信对对，例也：5以光明、白昼，信比不夜、幽不；

6我们、因人；睡觉、若若」7他也不他耶信重对，不睡、醉信来所夜夜」

8你是白昼之子，不就光明之子，信、望、爱就我我就耶当生信一的特特」

这的这这又回应我 此我我我我信享他 曾信耶享当当护人护遮遮这的这这又回应我一3此我我我我信享他－曾信耶享当当护人护遮遮，

曾因仅信得他当当头头戴事」信徒被描述成为儆醒守望的哨兵。虽然保罗只提到

护卫性的盔甲，但他用头盔、胸甲，来象征基督徒的主要美德，就是信爱望，护卫性的盔甲，但他用头盔、胸甲，来象征基督徒的主要美德，就是信爱望，

他好好林帖四启13也今常为信有信、有他、有享」

我我不就他焦虑信回他那那耶稣到底甚么时候来，为就若若、谨遵、遵他、等论，

在世过与蒙召之恩相称的生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劝勉门徒总要儆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应该要常常用儆醒的心来祷告。

就这的末以信末末 不但就的因信信徒他若若 教会整体他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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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的末以信末末，不但就的因信信徒他若若、教会整体他若若，

教会领袖更要儆醒，不是人云亦云、跟着潮流走，而是带领教会走在神的心意中。

五8、9 两两他这「得救」」

8「得救的盼望」、9「神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8 得救的盼望」、9「神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预定」他信他就神神凭他全信信传传决定、还有安还一这信每，他好好

提帖一4此我我所我我信；帖帖启3我我感受产难就命所信」

得救涵涵享福所保信信全备祝福－

在基督里现今的生命、脱离末世神的忿怒、

可与基督同享的将来荣耀的生命可与基督同享的将来荣耀的生命。

这一信就命无论若凭无凭，绝与主也耶」

五9-10承接帖里1‐8，以「因为」保他结论」五9 10承接帖里1 8 以 因为」保他结论
保罗先用「不是的」消极的一面，再用「乃是」提出积极的一面。

五9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五90也就回应一10信的重「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五10进一进进进他替我们死，

也就是借着他的死 我们才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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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借着他的死，我们才可以得救

所以生命、救恩，就新新信不无就互互信」

五9~10我我一也信我信他就「与主同活」，他他我存，我因他耶」

保四四7~8我我这有一的人因因因耶，也这有一的人因因因存」我我若活着保四四7~8我我这有一的人因因因耶，也这有一的人因因因存」我我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这就一的委身，他他论论我我以因耶就末事很事传很不很就？因因他自自就？

不是这样的，神拣选我们、神看重我们、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并且赐给我们

永生之福；他替我死、我为他活，主也复活了、赐给我们复活得胜的盼望。

所以 这样是 个委身 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有 个我全属于你的意思所以，这样是一个委身，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有一个我全属于你的意思，

就这那保保信传在就：我活着，是为主而活，就要活得像一个神家里的人，

我就要活出那样一个样式。我死了 我睡了 我还会复活我就要活出那样 个样式。我死了、我睡了，我还会复活，

我会与主永远同在，这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观。

所以保保回我我帖帖四13~18所他所信那的他他事，为而而他一的总结：

那些醒着的人就是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那些睡着的人就是已经睡了的人、已经安息的人，

到主再来的时候 都要与他同活 复活得着新生命 与基督永远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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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再来的时候，都要与他同活，复活得着新生命，与基督永远同在。

这的就基基信信复活盼望信一的独特独独」



所以复活不就只不就我我他可以与信主的亲人永他信家永，

当所就这一，那就非常非好信得他；当所就这一，那就非常非好信得他；

复活带来更大的祝福、更大的盼望

是我可以与主联合、永不分离。

五11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保保不这一信保信保保」

「彼所彼彼」当「彼此激励」之传之好，

就是把保罗所说、所教导的这一切，

常常彼此来对说 常常彼此来勉励 互相勉励常常彼此来对说，常常彼此来勉励、互相勉励，

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彼此建立、彼此建造。

我我他因因那那，我我信我主以以，我我不可我我我他因因那 我我信 以 我我不可

鲁宾逊似的基基信就耶、独信独独、不可以这一」

就教主信就耶当生，很事 宝贵信就命的的，

那个叫彼此 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彼此的建立 关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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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彼此，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的建立、关顾，

我们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当我我怎感我这的福音信真所、安彼之以，

我们就可以去劝勉、激励别人，

然后我们就彼此建立、就是彼此的建造，

这他就非常非好信一的教会的生活」这他就非常非好信 的教会的生活」

四1、10保保保：人也不我素常所素信，他之要要要」

虽所这那这有保他更加勉励，但就很事也就蕴凭这一信传在，虽所这那这有保他更加勉励 但就很事也就蕴凭这一信传在

你们要彼此劝慰、彼此建立，就像你平常已经在做的。

传但就保保隐蕴信传在就保：

我希望你们更加勉励、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建立。

这就非常非好信一的提若—这就非常非好信 的提若

儆醒、谨守、我们等候主。
这就非常他他信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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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告诉我们如何在地上过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

谢谢主，你没有告诉我们你甚么时候会再来，谢谢主，你没有告诉我们你甚么时候会再来，
但你却清楚地告诉我们：
要儆醒 要谨守 要盼望要儆醒、要谨守、要盼望，

要以信、以爱、以望，来过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
赞美主 求主帮助我们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

不但看重这样的真理，也能够行出这样的真理，
并且与弟兄姊妹一起彼此来对说、
彼此来劝慰、彼此激励、彼此建立，

赞美主！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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