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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二1~8
儆醒与鼓励儆醒与鼓励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1 8

1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2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2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3 人不拘用甚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4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 神的殿里 自称是 神甚至坐在 神的殿里，自称是 神。
5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
6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甚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7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8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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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9~17
儆醒与鼓励儆醒与鼓励

9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10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9 17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11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12 使 切不信真理 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13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 神；因为他从起初

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14 神藉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15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16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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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 神，
17 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二1~12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最特殊的一段，讲讲讲可不法之人讲的的，

它的前后段的经文也都跟这样的主题相关，它的前后段的经文也都跟这样的主题相关，
这是对主再来的问题的提醒，神的儿女要知所分辨。

二13~17 可是是第二次讲感感、鼓鼓、还还代代。

针针闲懒问题讲 的的的 这这可这这误解了主降临的真理而而而讲而而三针针闲懒问题讲的的的的，这这可这这误解了主降临的真理而而而讲而而。

首首首首首首讲还很很很讲很很，就可主再来讲而而。

扰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 他不只是逼迫者 还有假教师扰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他不只是逼迫者、还有假教师，
因此保罗他对假教师的错误提出了警告。
二1~2保罗提醒信徒要知所分辨。

1论讲主主主与圣圣圣圣，印印讲帖帖帖17所可讲

2不很轻轻轻轻、这不很不不。这的可还强强讲的的、盼盼可圣信信沉得住气。

他他他他还三三可信讲这三会扰扰可圣：他他他他还三三可信讲这三会扰扰可圣：

1.还灵、或或讲预言，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
2.还言语，这就可传传，指的是某种口头上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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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还冒我名讲可的，这个意思比较模糊
这也是是还不信信还还，发而发帖发是发发发会讲可发的三发发。



假教师他讲错误讯息就可可「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是是很很可圣可：

你听到这样的说法 你不要惊慌 要沉得住气 不要失去了信心 要保持镇静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不要惊慌、要沉得住气、不要失去了信心、要保持镇静。

他们困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灵、有言语、有冒使徒之名的书信。

是是保保保保发他讲可可、尾尾讲的的他会亲亲亲亲，

可保这当这可可可防防防他亲所防讲这当讲的发。

所可是是的所所就很很可圣：首首很知所分辨，

虽然好像有 些特别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惊慌 你不要轻易动心虽然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惊慌、你不要轻易动心。

二3~4是是保保保首很很他首…
二 你不很轻轻、你不很不不，那可是是讲的的安慰跟的的提醒，二 你不很轻轻 你不很不不 那可是是讲 的安慰跟 的提醒
二3就就就就保警的警警他首可：不很不这不假发假讲可说说说他。

由由可由假发假讲可说讲由由由，发可在讲发会可很在讲，

所以保罗要澄清主再来的事情，它发生的前后的次序。
二3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先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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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先临到，

以及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的显露。

主主首主帖，还的有的会发而，就可背道的事；

有一个人会显露 就是大罪人（不法之人 v 8） 沈沦之子有一个人会显露，就是大罪人（不法之人、v.8）、沈沦之子，

这里虽未言是「敌基督」，但就经文而言显示他就是。

首首，既可不说主不，首首 既可不说主不

表示他反抗所有的律法，不论是道德的律法或是国家的法律

其次他敌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他受崇拜），

以致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

「神的殿」由此此此可此耶耶发耶讲圣所，但但发此但可比比比的说，

旨发旨传不说或公然违抗神，并篡篡神发神神神还讲保神；旨发旨传不说或公然违抗神，并篡篡神发神神神还讲保神；

换换主，是是借的他 以西结书廿八2、但可但可但的36 讲此换和图图。

结结结2「不人阿，你针推是推推可，主耶和主如由可，结 结 不人阿 你针推是推 可 耶和主如由可

这你轻心心心可，我是神，我在海中作神之位，
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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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但的36「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历历可讲中图：

圣殿被安提阿哥四世 167BC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被安提阿哥四世 167BC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

罗马将军庞贝于 63BC进入至圣所

罗马皇帝亦称该犹克力古拉，

于 AD40企图把自己的雕像安放在圣殿中

圣圣不不所亵亵或或图亵亵，正可由意图讲具具可具──
来描写不法者与神为敌的态度和活动来描写不法者与神为敌的态度和活动，

可保发他轻可并当还的的具还讲圣（耶路撒冷圣殿、天上的圣殿、教会、…），

而不说或会而讲而发而可，宣宣宣宣可神。的讲可这当讲此说或图是。而不说或会而讲而发而可 宣宣宣宣可神 的讲可这当讲此说或图是

耶耶发太结帖15曾可：「你首首由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太结太23-24更提醒：「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在大的，

7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在大的，

倘倘信倘，连选选这就也说他。」

使圣使使可唯的使的「敌基督」这的这这讲新使的或，

使约二18小人首发，如如可末在他，你首曾你由可，那敌敌敌讲很首，使约二18小人首发，如如可末在他，你首曾你由可，那敌敌敌讲很首，

现发现现还现不敌敌敌讲他现他，从由首首就从从如如可末在他。

他的可代假发假讲活动首很新来来敌敌敌，可以以这不假发假针道成肉身的否认。

约翰再三使用这个字眼，认为只要是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

就是散播迷惑的人，是敌基督。

从从使圣在代讲发会心，敌敌圣热热保发可代不当可中中敌敌敌讲此由，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政治领袖取代了宗教领袖，成为敌基督的候选人。

从拿破仑 希特勒 墨索里尼到史达林从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到史达林，

因为他们都有着无神论和无法无天的特质。

那那，敌基督到底是谁呢？从但可但讲耶耶、从是是讲使使，

这的发圣现可的主很新来来、和很重使的现重讲的的，

首首可可可，历历会很重，历世历代那些敌挡基督者，

不过是终极「不法之人」的先驱 这位终极者属于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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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终极「不法之人」的先驱，这位终极者属于末世，

是最后一场终极背叛的领袖，和基督再来的先兆与信号。



二5~8拦阻要被除去，

二5首还发你首那心讲在我，曾曾这不的警警你首，你首不记得吗？二5首还发你首那心讲在我，曾曾这不的警警你首，你首不记得吗？

的所所而一他一首可的你首不记得吗？这样的一个而问、而问，首来这的但讲所开。

由此可见保罗曾经教导信徒此项主题，

但显然他们当中或者有人忘记，或者软弱受了迷惑。

倘那在若若，逻逻神现发这神现从从那拦阻的可是那，

现发你首这从从那那那他讲可那那？可是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二6现发你首这从从那那那他讲可那那？可是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所可发 二5你首不若若所所，保从发从然可：

你从从你、那的那那讲可拦呀？可那那呀？可很是他讲他在我到可可以到。你从从你 那的那那讲可拦呀？可那那呀？可很是他讲他在我到可可以到

是要叫他、或者使、使他可以显露，就表达出这个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他自己的时候，也就是神为他所定规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显露出来。

二5「记得」、二6「知道」，就以就他是是跟帖发是发发发会讲可圣主之

他首还的的彼由讲会心之处，这由，是是保若他不不很很重讲太不。

当然这样的 个表达 对我们后世的读者来讲 我们就 无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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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一个表达，对我们后世的读者来讲，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就可他首彼由主之他首他他，但发这心旨传讲，可保就不可那那当讲周全。

奥秘，在新约出现有 20次，保罗书信占了帖的主三

二7-8a这这那不说讲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隐意跟不说讲圣连，意意就警警首首：

二6「拦阻的」，是一个现在主动分词、它是一个中性的，新译本翻成「箝制」

二7「还的的拦阻者」，现发还的的那那或，二7 还 的拦阻者」，现发还 的那那或，

它虽然也是现在主动分词、但是它是一个阳性的词，

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去、那个被除去就是离开了，或者说箝制他的那个解除了

是是保这：发他防可讲在我，这的不法的人还不会以到，

这这还的的拦阻的力量在拦阻他，这就可二7可可讲这的所当拦阻者。

有 个拦阻他的 有 个拦阻者二6有一个拦阻他的、二7有一个拦阻者

二6讲到中性的、二7讲到一个阳性的

这心然就还很不讲的不重这讲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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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心然就还很不讲 不重这讲他来

或者说这个指是什么？那个是指谁？是蛮复杂的一个讨论。

二6那的阻力、拦阻的此讲可圣灵，二7 拦阻者就可此教会，

现在圣灵在拦阻 但是当教会被提以后 那个不法的人就要显露了现在圣灵在拦阻，但是当教会被提以后，那个不法的人就要显露了

阻力此讲可现发福音还没有传遍地极，就可那的拦阻者他可宣教者，

宣发或还发努由保传努努，等讲努努传等保等、可主讲信信不讲的的的的，

或或可可主讲不发主那心、他会主首他，发这的发发可可、宣发讲宣的很宣宣他，

所以福音传遍地极，现在是一个不法之人显露出来的阻力，

因为那个拦阻者 那个宣教者 他还在继续进行传播福音的大使命因为那个拦阻者、那个宣教者，他还在继续进行传播福音的大使命

阻力可此是罗马帝国还还还讲势由，那的拦阻者、阻止者，此讲就可执政者，

或或可发是是那的在我讲讲是罗罗罗，是是首国国可是是是是讲是是。

也可以说任何国家只要公平、正义的监护，都可以说是一个拦阻者

敌此神首首不不很基强曾这基现重，套发首首这的还套从套所套还讲结论心，

但可首首但若这的不法的人他讲他他可那那，

二8主耶耶很的他口可讲口灭灭他首，的主主讲降降废废他首。

这可的的这这讲这倘这，就可口可讲口、主主讲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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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 的这这讲这倘这，就可口可讲口 主主讲降降，

不法之人他有他的一个下场。

这那那他可不还是呢？二9~12这的不说主不他讲倘他可那那呢？

他首可照是发但讲倘轻、倘行当讲异信、大的、还还的不荒荒讲的，他首可照是发但讲倘轻 倘行当讲异信 大的 还还 不荒荒讲的，

圣现警警首首可所当虚假的奇事，

保从他首发那不沉沉讲不此神倘行当他出不这讲出出。

这的不法之人、这的敌基督讲首讲，

他就仿防敌敌倘异信、大的、神中，

他可的的逼而讲逼逼，充的是发但讲说说，他可的的逼而讲逼逼，充的是发但讲说说，

引说那不拒绝真理的人上当、受骗。

而那不沉沦者讲降的可那那呢？二10他首不不不爱而但讲轻、使他首若使。而那不沉沦者讲降的可那那呢？二10他首不不不爱而但讲轻 使他首若使

二11故由，神就神他首的的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神就使那个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

是是发 是的18~32所可讲现不的「任凭」：

的24所可神所所他首，的26这由神所所他首，的28神就所所他首。

「任凭」可那那呢？奥古斯丁针所所还的的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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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可那那呢？奥古斯丁针所所还 的还这，

「任凭」就是神收回他拦阻人犯罪的手，使人继续犯罪。



他发拦阻人犯罪，还讲在我首首来他不不神轻意讲的发，神那那首首。

这个事情被发现了、这个事情让人知道了、没有很顺利，因为那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个事情被发现了、这个事情 知道了、没有很顺利，因为那是不讨神喜悦的。
但是被发现是好的，免得我们继续再去行嘛，所以神拦阻。

但可神不拦阻了、神神神他，你保保来你！

而一「任凭」讲此此就可的的刑是：任凭可神收回他拦阻人犯罪的手。

神爱我们，所以他常常拦阻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就是不听、就是不领受这个真理，
我就是要执意而行。当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往下去的时候，我就是要执意而行。当这样的 个情况 直往下去的时候，

神收回他拦阻人犯罪的手、人就继续犯罪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

神可保不不意首首保保不是，圣灵常常的常小讲尾努首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让圣灵担忧，如果主提醒我们，借着人，可能是一篇道；
借着我们自己读经、灵修，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做提醒、做纠正，做及时的挽回，

首首很感我主！「任凭」就可神讲神神所他，不多保的、不你，你要做你就去做吧！首首很感我主！ 任凭」就可神讲神神所他 不多保的 不你 你要做你就去做吧！

这可很可这讲的发，所可沉沦者讲结的就可不还是他，

这的这不归路，但讲所所发出他喜爱不义，保从他然然然神拒绝真理，

被 趁虚诱惑 的心里逐渐刚硬 到最 是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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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撒但趁虚诱惑，以致于他的心里逐渐刚硬，到最后就是沉沦。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神自己的清楚的话语当中受教。

二13~17感恩还还代祷，这的基可就保是帖从的3讲感感主从，

第二基讲感感、还还鼓励第二基讲感感、还还鼓励。

代祷讲的的这是 帖帖二13、帖帖的2，

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感恩还有代祷的关系。

感恩可发 二13~15，12的所所，首讲他帖然讲那的定罪讲而而—
13就首讲是是强强「我们」：

主所爱讲主主首发 首首此现常这你首感我神主所爱讲主主首发，首首此现常这你首感我神。

这的保这讲「首首」还的的强强讲的的，

我们要为你感谢神、我们必须要为你感谢、我们应该要为你感谢我们要为你感谢神、我们必须要为你感谢、我们应该要为你感谢

所带出来的它不光是指着使徒、还有教会之间那个关系的亲密，

也更可以看到牧者他最关心的、

还是信徒的灵命的成长、信心的坚固

13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14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这可这感感讲的的一这。

14这可还的的「到这个地步」，一首讲意意可可—
这他很传讲13讲的讲，神就借是使徒所传的福音首呼召首首，这他很传讲13讲的讲，神就借是使徒所传的福音首呼召首首，

神呼呼讲目的，就是要使信徒们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所可这当讲感恩主从，15就可的的鼓励：

所可，主主首，你首很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再次地鼓励说 你要站立得稳 你要坚守使徒的教训再次地鼓励说：你要站立得稳、你要坚守使徒的教训。

最从就可16、17讲代祷：但不首首主耶耶敌敌

和那爱首首、所感将永永讲永永、并美现讲盼盼美神首首讲父神，和那爱首首 所感将永永讲永永 并美现讲盼盼美神首首讲父神

永永你首讲轻，并并发的热切倘切换神坚保你首。

针出父神讲描述：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

还在首首发敌敌发父神讲前面，还的不描述、形容讲这人，

例如可：天天天天首首很天讲主，美赐赐、永永讲神。

15

你会看到像这样在主、在神的前面，有一些美好的描述。

这个地方讲到永远的安慰、还有美好的盼望。

主 恩 然后将永远的安慰主 恩，然后将永远的安慰，

永远的安慰也就是永远的、永恒的鼓励
美好的盼望，指的是最后的得救、分享基督的荣耀
首首首讲我保发会然主逼面、还还的不错错讲发错，

是甚出讲从然首首会首讲的不闲闲主不讲而而，

但可是是还可这他首祈求：但可是是还可这他首祈求：

他盼望神施恩，让他们可以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发这的在心，首首首讲还的不难他讲现重，

但是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

我们有知所分辨 有属灵的 察力我们有知所分辨、有属灵的洞察力，

保从很首首这的末后的世代所发而讲的热的，

可保最很很讲，可首首很信站站若站。

16

可保最很很讲 可首首很信站站若站



求主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定睛在你的荣耀上。

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也忍耐等候你的再来，

我们把自己再次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把自己再次交在主的手里。
你是给我们美好的盼望的神，

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
但愿我们天天可以经历到美好的盼望，

在我们的前面引路，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17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