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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 AD50秋秋，保保大哥林多写帖撒罗尼迦后书，

跟前前的写的相相相相，可可可可可可可，跟前前的写的相相相相 可可可可可可可

保罗、西拉、提摩太，三个人仍然是在一起的，教会仍然还在受迫害当中
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主再来的问题、闲懒的情况，好像比以前更严重了！

保保写帖撒罗尼迦后书这这这这的前这，写作动机是是是是？

1.帖前有关主再来的教训被误解、或者曲解，他需要再进一步地予以纠正
2 帖前帖14~16保罗对犹太人严厉指责当中 已经反映出教会遭遇逼迫的严重性2.帖前帖14 16保罗对犹太人严厉指责当中，已经反映出教会遭遇逼迫的严重性，

在帖后保罗更以严厉的话论到那些加患难给读者的人，
帖帖帖6、8、9我我我我我，显显显这信他我他他的逼逼要要要前更更更更了。

这这这这是要鼓励信徒 大逼逼当当当当坚守他这的所这这这这是要鼓励信徒，大逼逼当当当当坚守他这的所，

保保保要基督再来的的的的荣荣来坚固他我

3.帖前 他所所显来的所所所可所闲懒不做工的的的，越越越越，帖前 他所所显来的所所所可所闲懒不做工的的的 越越越越

可能是他们对主再来有所误解的关系。保罗在帖后就更进一步地
指示教会，需要对这样的人采取纪律的行动，
帖前帖9 12你我我可这有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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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帖9~12你我我可这有的的的

帖帖帖6~15保保保保保保这有的的的来作帖可作作

保保保我保保帖帖保帖帖所所不安的可帖的所：1.逼迫者，2.假教师，3.闲懒的人。

帖撒罗尼迦后书一1~12

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 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2 愿恩惠、平安从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3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 神，这本是合宜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4 甚至我们在 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5 这正是 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 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6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6 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7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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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要报应那不认识 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9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帖撒罗尼迦后书一1~12

10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 你们也信了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11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 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又用大能成就你们 切所羡慕的良善和 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2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都照着我们的 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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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前：帖1、2

1保保 西西 保提提写这写帖帖保帖帖 大 神 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1保保、西西、保提提写这写帖帖保帖帖、大 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2 愿恩惠、平安从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如如如帖前帖 的前言来要比的的，越发—如如如帖前 的前言来要比的的 越发

帖1加上了「我们的」，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

帖2加上了「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保保的同工依依是西西 保提提 除了 要以保保的同工依依是西西、保提提，帖帖除了 帖5、帖17要以，

整封书信都是用「我们」、用复数来呈现

帖、感恩与代祷：帖3、4帖、感恩与代祷：帖3、4

保保这献献了献献，跟帖前帖2~3是是是的，

但这里加上了一个「该」来作为强调…
3弟弟我，我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献献的感感可有有有： 可是信心 大这所的增长 特别用 个现在时态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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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献的感感可有有有：帖可是信心，大这所的增长，特别用一个现在时态的动词，

来表明保罗在写后书的时候，信徒们的信心的增长仍然在继续进行中。

我相这我我我是我我：在跑天路的时候、信心不会停顿，信心是不断地增长的。

保保献献神的第二个原因，这是这信我彼此相爱的心—保保献献神的第二个原因，这是这信我彼此相爱的心—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大 帖前帖3、帖6保我这信的信信

这这有保保这这的是他我对彼此的的有的帖可信，

这所他这这显来的作是感基信生命的见证
个是里面的信心的增长 个是外面的对他人爱的行动一个是里面的信心的增长、一个是外面的对他人爱的行动，

你里面的信心、你外面的爱心。保罗他对生活上的见证正是如此，

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对神、我们要守住信心，我们对人要保有爱心。

帖4帖一一可帖可「甚至」的帖可的的，这就显了使信献使的帖可自然的结果。

帖3保保保他为什么要感恩呢？感恩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帖4保保更他我献使的帖可自依的自如是：

他更这信大逼逼在在当当，仍然存有忍耐和信心，
以致于他在神的各教会为他们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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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他在神的各教会为他们夸口。

所以类似的感恩的语词，在后面也还有出现。

帖前帖3在 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记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保更他我的这信、信信、盼盼来献献。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保更他我的这信 信信 盼盼来献献

帖帖帖3讲我信心的增长、爱心的充足，虽依没可保我盼望，

但但但但 帖4他就显了忍耐，可能能能，当依保是当更可盼望的的的。

保保保讲我保：我我大神的在所所所为你们夸口。

帖前帖8讲我感恩：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帖帖帖4保保保我可要大在所所更你我夸口。可没可矛矛是？相不不的这有是？…
感恩是把功劳归给神，夸口是一个邀功的行为，从表面看这二者的确是有不协调感恩是把功劳归给神，夸口是 个邀功的行为， 表面看这 者的确是有不协调

但是有一种感恩如夸口是一致的，当更因因献因我这是同义词，

这是林帖林17但夸夸的当指着主夸口。

指着主来夸口夸夸是邀邀，但是夸夸的是指着主来夸口，大这有的我在但，

感恩、夸口，就是一体的两面了
保罗为信徒的夸口 是他对神的恩典而有的回应

7

保罗为信徒的夸口，是他对神的恩典而有的回应，

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矛盾也没有不协调。

保保可感恩、可保他我的这信、信信，在有有的肯肯之帖，

也对他们加以鼓励 不要忘记—他们是在逼迫患难中的信徒。也对他们加以鼓励，不要忘记 他们是在逼迫患难中的信徒。

帖5~10是帖是的鼓励的话、保保保这信的保保，

从从以帖有有来保，这是更神的公义来来来。

因为信徒正处在患难、逼迫当中的这个事实，

很自然地就让保罗想到了神公义的审判，

这是因为他对主来的这个日子的一个展望这是因为他对主来的这个日子的一个展望。

帖5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这可这这—明证，大在大所有这显发大这所，跟腓帖28内内是相内：

凡凡相不不所的不不，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这信更为为受苦，这相是帖这在凡，

帖前帖、帖三 我可保我，保保辛辛辛辛、辛辛这牧牧、所教，

更的是盼望信徒能够在行事为人上，能够对得起那召他们进神国、
得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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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这信能能、这信的信信，保神的使神做了帖可回应—他我配得神的国。



他我配得神的神，大这可在「被算为配」或或「看为配」，是帖可被被被被，

这就是 信徒41记记记使信我当更传为为，他我相不不不、被被所被被，这就是 信徒41记记记使信我当更传为为，他我相不不不 被被所被被，

但他我的信所是心心，当被被是配为这名—就是为耶稣来受辱。
这显表因他我原来是不配的，我我我帖可我是？没可所我的，

但但但但当更神的使神而被算为配。…

弟弟弟弟大逼逼当当他我没可帖没、

他们那样地坚忍 使他们配得进入神的国他们那样地坚忍、使他们配得进入神的国。
这所相是保要要行为得得，而是保他我保神的真信心，

在他们受逼迫、但是却能够坚忍不移的事实当中显明出来了。在他们受逼迫、但是却能够坚忍不移的事实当中显明出来了。

一6 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他要可可现在时态的动词「加患难」，

这这这有的帖可逼迫大所所当当作正当这正正记。

我我我我前有讲我：

他们的信心不断增长的这个状态是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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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信心不断增长的这个状态是继续进行，

但是他们所接受逼迫的那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没有改变。

为主受苦，这个是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常有的经历。

保保帖三的三所三正，常常是有保是面的扰乱，保保帖三的三所三正，常常是有保是面的扰乱，

被打、被拖到城外，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些见证。

保罗非常清楚知道受苦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但是他保但这—当当当来的的的，当的主的必肯所必来真正的安息。

帖7「同得同同」，这是同享安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享受真正的平安还有安息。

保感基信而前 相不是耶耶或或是保保的所教保感基信而前，相不是耶耶或或是保保的所教，

我是都都这都显了「受苦」还可「得荣」帖或相可不不的的的，

路路帖26耶耶保前对以马忤斯但的有可灰信了、失但这信的门徒保：路路帖26耶耶保前对以马忤斯但的有可灰信了 失但这信的门徒保

「感基这有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保罗17如如我我如他帖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是的，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

当更神是公义的，他要当基督再来的的的，他所改改逼迫者、还可受逼迫者的的来：

他要将患难报应在逼迫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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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将患难报应在逼迫者的身上

他也一定会使受患难者与使徒们同得平安、也就是同享安息

可同有帖可在同的动词这是「加患难」、还可名词「患难」，

所强调的就是：神的刑罚 还有人的罪行 完全相符的这样的事实所强调的就是：神的刑罚、还有人的罪行，完全相符的这样的事实。

今秋我我今今我但这可这这：他我我的所是帖所相被在的凡，

恶人得势、好人遭灾，我们很容易向神抗议这个世上的不公不义。

凡因献，神从来没可神神，神正在运行，

他允许他的子民受苦的同时、也就是他允许恶人得胜一时，

但是他公义的审判 有一天一定会落在恶人的头上但是他公义的审判，有一天一定会落在恶人的头上。

弟弟弟弟，我我我要可是保保这有属属的辨识力、要以从神而来的眼光，

在帖撒罗尼迦信徒得胜的时候，保罗没有恭维他们，保罗是鼓励他们

反而保罗是为着神恩典的明证、保罗来感恩，

在他们遭受患难的时候、保罗也没有抱怨，反而是为神的公义来辩护

保保保神他未来的审判，他的他、他是相这的。大这有的帖这这所必显了帖可的的：

1.审判什么时候来呢？

2 谁会受到审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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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谁会受到审判呢？

3.审判的形式到底又是什么呢？

1.审判什么时候所来？答答这是当当耶耶同他可可有的秋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的的的，审审大的可的的临我。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的的的，审审大的可的的临我。

在火焰中，它原来的句子是放在 帖8的一开始的

火在旧约里就是神的圣洁、荣耀、审判彰显的记号，

在出埃及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会看到

2.谁所他我审判是？

报应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那些不听从福音的人帖8这是报应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不听从福音的人。
这可是感基基帖三所的基基，他来我这献的的的表因我都都都都了的凡

大徒22父相审审甚是所，乃乃审审的凡全全与子。大徒22父相审审甚是所，乃乃审审的凡全全与子。
大徒27并并当更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感基的当来、当的当来，所可这有的凡。

翻成报应的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强调公义还有公平的惩罚，

不是复仇、是强调公义还有公平的惩罚。

3 审判的形式又是是是是？是要他我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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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判的形式又是是是是？是要他我受受，

审判的结局是永远沈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当我我当他了主的恩典，我我得得、享他永永的盼盼，

正进神的神的的的，我我这可要献他我以马内利。正进神的神的的的，我我这可要献他我以马内利。

这个神的名字的实质意义、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是多么的宝贵

离开了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情况

大讲我当的显发 审审之帖 保保这保越保今大主的荣耀献了大讲我当的显发、审审之帖，保保这保越保今大主的荣耀献了：

帖10当当当临，要大他的圣徒身上得荣耀
还可帖可同正的的的—要大一切信徒身上显为希奇，还可 可同正的的的 要大 切信徒身上显为希奇，

因为你们信了我们向你们所作的见证。
这当更福音这可好消息是的是我我当耶耶感基的，

因此人对这个福音的态度、还有回应，

就是神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决定他们命运的一个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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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他们命运的一个根据了，

这是很严肃的帖这凡的。

大这帖三的帖有可代祷— 帖11~12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这个「因此」就是前面讲了许多 有鼓励 有感恩 有审判这个「因此」就是前面讲了许多，有鼓励、有感恩、有审判，

为着这个目的，「因此」就是回应了前面的 5-10，

这是一个牧者他发自内心的、他为信徒的一个祷告。

相不这可牧或他的牧养是如是、治理的的的是如是，

我我是都都我所—我们都要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前进！

帖11当因，我我常更你我为都，我我我的 神我你我我得我他配的配，

又又大可的这你我帖成他所所的所所如帖成当这信他做的因因。

保保保他从神的今从来我的的的，神我你我我得我他配的使配，保保保他从神的今从来我的的的，神我你我我得我他配的使配，

他又当被的被被的「看为配」。

保罗的祷告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在现在、

还有主再来的这个日子未临的中间的这一段时间，

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

这可相同的相相大帖前帖1~8都都显发我：当当当来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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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相同的相相大帖前帖1~8都都显发我：当当当来的的的，

神就可以看或者说神就可以宣告，他们是配得过起初对他们的呼召的。

我你我我得我他配的配的但有这帖的—又用大能成就，

这信要这我这可达的，他的唯帖的唯唯这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这信要这我这可达的，他的唯 的唯唯这是神的能力 神的大能，

相是我可要做得我，而是主的恩典保我把把

所以要神所看为的配，是神先以他自己的大能来使我们成为一个配，

以神的大能来成就一切的良善、和一切信心的工作。

当我们照着神的恩典、主的名就在信徒身上得荣耀，反过来也是一样。

12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帖12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当的这当你我得了荣荣、你我当更当保得了荣荣，这是面是美好的帖这凡的。

大 基帖三 的的的之帖，我我可要越发：这可越保因帖它越它显发的，大 基 三 的的的之帖 我我可要越发 这可越保因 它越它显发的

是「基督的荣耀」，保这是与基督的再来是可的的，

因必记帖可它常不更的前瞻的性质。

帖7主耶稣在荣耀中显现。虽未提荣耀帖在，

但他的显发是与大可秋使，帖同从秋献在火焰中显现。当依必记极大的荣耀！

帖8拒绝基督的人会离开他的荣耀。这些原来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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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拒绝基督的人会离开他的荣耀。这些原来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的人，

但他们却永远无分于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悲剧！

这保是这我我我所：发大还可这这的的短，

趁着白日 做神所召我们要做的工趁着白日、做神所召我们要做的工，

赶快地传福音、与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

当耶耶要大他的他他基献得荣耀，耶耶要大他的他他基 荣耀
大 帖10、12我我我我我，

大约帖2亲信的弟弟亲，我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是的，我我发大是神的他他，虽依的来的凡的还没可显这，

但我们知道，主如果显现，我们就要像他，因为我们会看到他的真体。但我们知道，主如果显现，我们就要像他，因为我们会看到他的真体。

主耶稣大他的在基献的荣耀，

当然不是保留到最后一天，他显现的时候才彰显，不是这样

而是从现在开始，到他再来的时候不过是确认，

并且成全所有进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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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献献当，大基帖三当当我我我我可前有的、可盼盼，

我我我我发大现做的凡，这我是大这帖三所有他保这我我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你告诉我们

主耶稣会再来！与众天使在火焰中荣耀地降临。
求主让我们在今世为人，

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配得过所蒙的召；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配得过所蒙的召；
求主也激发我们爱人灵魂的心，

好让我们快快地去传好让我们快快地去传，
好让我们可以与人同享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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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