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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与劝诫代祷与劝诫
帖后第一章 保保为为为为为，也也也也也也也

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再来的荣耀、以及他要行公义的审判。

第二章 有不法之人要显露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如果我们听到第二章 有不法之人要显露，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如果我们听到

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说法，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要站立得稳。

这这保保为为为这这这代祷、以以这这劝戒。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1~6
1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2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3 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或译：脱离凶恶）。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或译 脱离凶恶）。
4 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
5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 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6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2

6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7~18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7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8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8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 人受累。
9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10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11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甚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12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 劝戒这样的人 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12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13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14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
15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17 我 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 我的笔迹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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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
18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第三章 保罗不但还是继续地请求代祷，也在主的信实、

还有对信徒的信心当中带下了关切 继续地为信徒来祷告还有对信徒的信心当中带下了关切，继续地为信徒来祷告。

帖帖帖1~5保保保请请请请，这这请请这代代这是是是这：

一个部分是先说的，就是盼望主的道能够广传、神可以得着荣耀，

帖帖这8保保保：主这主从你也你你已已已已已已。

为为保也这信信这、迫迫这，

保也这他已传传，而这这为信已已已传传传传。保也这他已传传，而这这为信已已已传传传传。

他这你，保保保这请请为为为他祷告—
宣教者的服事的动机 、盼望，宣教者的服事的动机 、盼望，

就是主的道可以快快地行开，当然也就是指主的道快快地传开；

主这主已主、就这主的福音可以已主，

因为因已已因福音托托托传保保保还保这他他也，

当当也当当当历世历代领领传传领领这神的儿女也。

我们每 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 也都要为福音的广传来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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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也都要为福音的广传来代祷。

这这保保这主这这这这保：请信徒的代祷、代求，让福音可以快快地传开。



保保也请保也为他个人来祷告，

帖2也也也也脱脱脱脱脱脱脱这脱，因为脱不不这还为信。帖2也也也也脱脱脱脱脱脱脱这脱 因为脱不不这还为信

所以也为保保、保还保这他他也已请也，

脱离这个恶者之手，也就是指着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因为信心这脱人福音这这这主观的回应，

但不这每这这脱不人为信还每每这每每。

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 后书的时候 是他在哥林多传道的初期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是他在哥林多传道的初期，

就好像他在各个城市宣教的经验，总是处处都有抵挡福音的人…
领好保保保他帖撒罗尼迦已传传碰这传碰碰，保就他他这庇哩亚，领好保保保他帖撒罗尼迦已传传碰这传碰碰 保就他他这庇哩亚

帖帖保帖帖跟庇庇庇脱之这之脱这六十里，保也他传他他你、

这传到到这这到已传传，犹犹脱也跟当他他他你里里传已碰碰。

所以保罗他们对于扰乱这件事情，

当然他心中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感触。

为他徒可以可可：保保保领犹太人的攻击保还逼迫这是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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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徒可以可可：保保保领犹太人的攻击保还逼迫这是是这！

因此他常常请求代祷。

帖2b因为脱不不这还信心，

自当传自自传 帖3a这的这这的「信实」：但主这为主这。自当传自自传 帖3a这的 这的 信实」：但主这为主这。

人虽然没有信心，但却不会破坏神的信实，这样类似的说法…
保帖3即即还不为这这还这这这？

难主保也这不为、就废废因这为吗？

这就保这传保保保对神的信心，

保他为因神坚固 因神保护为为脱脱你脱脱。保他为因神坚固、因神保护为为脱脱你脱脱。

帖4就是保罗他对信徒的信心了，

而这样的信心是在主里面的。而这样的信 是在主里面的。

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

后来也必要遵行。

这这这保保保他为为所所所这，

从提提犹每已、也也保为为这信信这的的，保他主为为

基本上是有信心 有爱心 有忍耐 也能够有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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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有信心、有爱心、有忍耐、也能够有盼望的，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信心是在主里面的。

神的信实，这也这他旧旧因旧这主的脱这，也也这主、也也这因，

他是以便以谢的神 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他是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

神与撒母耳同在，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他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他应许先知以赛亚，我口所出的话绝不徒然返回

也也神可这因这为主，因神神保守保这他，因这他这安定在天永不永永这。

传福音本已就这 本属灵的争战 保保保传传这福脱 但这保帖后 保是他他他主传福音本已就这这本属灵的争战，保保保传传这福脱，但这保帖后、保是他他他主—
需要有祷告的后盾！在此之上有信实的主，借着圣灵来扭转人心、

借着他所传的道、借着主自己那个生命的道，使人能够明白救恩。借着他所传的道、借着主自己那个生命的道，使人能够明白救恩。

还这的的也也神保：这这脱是这这、这这脱是难为。弟弟弟弟、虽当是难，

但这也也但为信信：保这一还一神可以信可这，传传不这碰这难这也就不不传…
你不知道下一秒、下一步他会有什么反应的，上帝常常作一些奇妙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不可能的、觉得很难的，我们这样认为的这一些对象，而他们信主了，

当当当之可当当但还是很这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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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当之可当当但还是很这代祷。

还这的的，也也也我我我当这这坚坚这这这盼望。

他这这传后，保保保还这这祈愿：

帖5愿主自引你也这信，也你也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帖5愿主自引你也这信 也你也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保保为为为这请请，愿主自引你也这信、福你也还因这使，

直所直直就这保：

你进入神的爱、你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一层的体会

学基督的忍耐，意思就是在基督的坚忍里，

受基督生命中的坚忍所激发受基督生命中的坚忍所激发，

就像我们的主，他如何面向各各他而行

这这请也这这这宝宝，只还他人神的爱还更深的体会脱帖，

也也我当我他基督的坚忍所激发、也也我愿神委身于主，

他艰难这艰艰当当不为所不、仍当愿神为主而活。

哥林多后书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难所保保他哥林多后书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在主的爱里，都是因为我们被主的爱激励。

所有的、我们所跟着主的脚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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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我们所跟着主的脚踪行，

所有的动力，那是因为我们被主的爱得着。



帖6~12保保就他劝戒你那懒惰的人，

帖6弟弟也，也也奉主奉奉奉奉这奉吩咐你们帖6弟弟也 也也奉主奉奉奉奉这奉吩咐你们…
这个动词「吩咐」，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放在 6 一开始的

他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就可以看出这个严肃性
也就这他帖帖帖14也也也也这你这问的仍当保这我他当这—

不守规矩的那些人还是在的，在这个地方保罗重提，

然后说要远离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也就是所谓游手好闲的人然后说要远离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也就是所谓游手好闲的人。

这这的「不守规矩」、「游手好闲」，他这这在已出传还帖里，

6、7、11，他们不但是不按规矩行、也是不按着使徒的教训而行。

他这这在你每，保保保保从负每这负负迫自已，

当帖保里以保这他他同同这这这的出、也就这可见，

已来每每这正正、已保为为为这信信。

这那闲懒的人、游手好闲这脱、也就这碰碰帖帖保帖帖扰神这第三种人，

第一类的人就是逼迫者 第二类的人是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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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的人就是逼迫者、第二类的人是假教师，

教会里有这些扰乱者，实在是给撒但留地步。

这那闲懒的人，可当这因为当的这当当当神轻看这那体力的、劳动的，

或者说 他们也误解了兄弟之爱或者说，他们也误解了兄弟之爱，

更可能，他们误解了对基督再来的真理，

以为主就快要来了、主来的日子迫在眉睫，

所以索性就放下工作、专心等候不是更好吗？

但这这信这来但但造造传也脱这负造。

「吩咐 他这在你每也已出传 里 保保保保传保这那保「吩咐」他这在你每也已出传在里，4、6、10、12，保保保保传保这那保。

保也保保传保「遵行」，这军军托军军军军军军这神的，

所以不论是对教会里面忠心的多数信徒、所以不论是对教会里面忠心的多数信徒、

或者是不忠心的少数人，都在吩咐之列，由此可见，

现在所要讲的、保罗所提的，是非常的严肃的、严重的。

保保保保从负面这负负迫切，当帖保里保保这他他同同

已来正面这正正，保为为为这榜样，

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 榜样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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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榜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有所看见，我们才能够有所效法。

7这主这还这这「因为」，已的军来所帖每这这这来来，

「你也自你你他主」这这这这加加这加加，他帖帖还有里已出这这信这来有。你也自你你他主」这这 这加加这加加，他帖帖还有里已出这这信这来有。

关关保保保自你、保跟保他他这榜样，保保保传保这保来：

一方面，他与同工不是闲懒之人，7 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另外一方面，8a保也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当然这并不表示保罗不接受款待，

因为保保他已传传这的的保也的的他为为这在你，保例：

在腓立比的时候 是吕底亚来接待他在腓立比的时候、是吕底亚来接待他，

他带领狱卒信主的时候，狱卒也为他预备了饭食，而且都非常的喜乐。

白吃人的饭指这这指指这？就这不做工，就这靠别人的供应来养生，保保不这这信。白吃人的饭指这这指指这？就这不做工 就这靠别人的供应来养生 保保不这这信

8b他用了一个「倒是」辛苦劳碌，这个「倒是」或「但」，

他前面讲到的跟后面讲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保保保保保这这动机为指指但辛辛辛辛，这免信也你也这脱领免。

9这这不这因也也我还我我，保他他传他保保福为这我我，

我这样做 我们这样做 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 我不能要求别人来接待我

11

我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我不能要求别人来接待我，

不是！而是他愿意甘心地放下这个权柄，为着是要作榜样。

这信这这这的思，他 林帖林 也也可信这这这他他；他 林帖 也有里这这权柄这的保。

原来使用权柄的目的是为着造就人 不是为着败坏人原来使用权柄的目的是为着造就人、不是为着败坏人，

假的权柄不造就人，不按主的旨意用权柄，当然会败坏人

因为主赐权柄是为着造就信徒，一个不明白权柄运用原则的人，

他手里面如果握有权柄，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保牧脱这我我他他他主：也也这以仆人身身从因领受权柄、当帖靠主智慧已运用权柄，

保保他林帖里帖传加再：权柄是为着造就人 而不是败坏人，每这这信这神的保保他林帖里帖传加再：权柄是为着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每这这信这神的。

当保保从因领领福为这职分保还权柄这的的，保这这这他基督的爱激激这，

所以他不但他不会以高姿态来对待人，他更是替基督来求人与神和好。所以他不但他不会以高姿态来对待人，他更是替基督来求人与神和好。

保这 保保保保这这欠欠脱，他传福音这的的保这这这欠欠脱。

弟弟弟弟，也也真这这这这欠欠脱—
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是一个欠债者

很多时候在与弟兄姊妹彼此交往的时候，我们也是个欠债者

我们对不认识主的人我们欠福音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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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不认识主的人我们欠福音的债

我们对认识主的信徒我们欠爱心的债



保他帖凡事不要以为亏欠，但是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凡的不但凡欠脱，但彼彼他使你来这传吗？来做做传吗？这一我还这，凡的不但凡欠脱，但彼彼他使你来这传吗？来做做传吗？ 一我还这，

所以要常以为亏欠，对信徒而言我们真的欠了爱心债。

当帖人因也也欠传荣耀债，保帖 世脱不都传都、凡亏传因这亏亏。

但是信了主以后、就懂得把所有荣耀都归给神吗？不一定的，

很多时候我们也窃夺神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了自己。

你可 人不对对主这脱 也也欠传福音债 人弟弟弟弟 也也欠爱心债你可，人不对对主这脱、也也欠传福音债；人弟弟弟弟、也也欠爱心债；

也也还这的的窃窃因这亏亏、也也欠因荣耀债，

你也也保当我那那加那吗？保当我那高信得已吗？你也也保当我那那加那吗？保当我那高信得已吗？

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好让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一切。

保保就这当我领领，保是他他，保不这以那高高，保而这这替奉奉已请脱他因求领，

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纷扰，甚至于放下了他靠福音养生的权柄，

他自居卑微、甘心乐意为信徒的灵魂费财费力，这个正是作奴仆领袖，

也就是以作奴仆服事的态度 来承担领袖的这样的 个责任

13

也就是以作奴仆服事的态度、来承担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奴仆领袖，甘愿放放我放、舍放舍军、领服的保所服领这脱。

其主 帖10也还这这因为这，保保也保保…
「因为」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曾经劝你们、也告诉你们说，因为」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曾经劝你们、也告诉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所以使徒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不仅有做工的榜样、也有口头的教训

但是往往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有人他就是不肯听从，

直到保罗在写 帖后 的时候，仍然还是教会里有一些游手好闲、专管闲事的人

所以保保就里里是所所传他劝劝，因为保保：也靠主奉奉奉奉。所以保保就里里是所所传他劝劝，因为保保：也靠主奉奉奉奉。

保他这这传后这这这所所这这这劝劝：要安静做工、要吃自己的饭，

神的就这保但自食其力。

所以他这在保保扰引帖帖保帖帖为为这帖的的的：

他将使徒的传统、以口头的方式来教导 帖6、10

他作榜样帖7~9

他用书信，然后他在信上签名、防止他人杜撰

可可因这神脱保这例这传善善其善这他你你辛辛他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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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因这神脱保这例这传善善其善这他你你辛辛他劝，

为这这但帮帮为为舍军这造很、这并可看因在当这看这。

帖13~15保保他劝劝你真的有需要的人…
13这主这其主这保「但你们」，这这这这加再这加加，13 主这其主这保 但你们」，这这 这加再这加加，

因为前面在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不做工的人，

所以后面在对象上有一个区隔。

这这你也行善不可丧志，还这就直造不可不信。

纵然有人游手好闲、滥用别人的爱心，但是对那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仍然要尽力地扶持他 帮助他 因为这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事我们仍然要尽力地扶持他、帮助他，因为这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事

如果有人就不听劝、保罗在善劝；但是有人不听劝，

保罗就说：你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在个人的层面上留意躲避他们
当当你他主目这不这为当惩罚，而这当希保当我自觉羞愧、

而并不但因保当保仇人、但劝他如弟兄。

这我这他扰神教脱的这 一这一本这我这他扰神教脱的这这一这一本，

总是以挽回为目的，教会里面必须要有纪律
管教的精神却必须是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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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 精神却 须是善意
管教的目的必须是正面的、有建设性的

三16~18 这这这结语，还祈愿、也还问问…
16是一个祈愿 这是在这封信的第四次所出现的祈愿16是 个祈愿，这是在这封信的第四次所出现的祈愿，

的这里 这11~12、的第里 第16~17、的帖里 帖5，这传后这的在里，

保保这这祈愿这这这这这这是这：

帖16愿赐赐问这主随的、随的，亲自托你也赐问，

愿主这他你也常脱他他。

但愿也也每这这脱不当领领这信这这这恩典但愿也也每这这脱不当领领这信这这这恩典…

帖 帖17~18这这这问安，这这保保保为这保保，

他总是似乎是口授的 由书记来代笔他总是似乎是口授的、由书记来代笔，

然后在结束时他亲笔问安，

这个动作，几乎变成了他的例行公事：个动作， 乎变成了他 例行 事：

他 保他他在、林帖他他在、加他在、西在在，

他是有在在这 帖，保保这亲亲已问问这，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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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这也可以防防还脱有保这奉保为这的碰。



也也我我做 帖帖保帖帖帖在、帖在，可这当当还这那是看但这提看…
首保还关末世论这扰引，除传他 帖帖几几每这是在几几保不神提这基督再来以到，首保还关末世论这扰引，除传他 帖帖几几每 是在几几保不神提这基督再来以到，

他帖帖 保每人这这他当不他这领艰，因彼加再这这末世论这到到这每：

保罗明言，那些将患难加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人，将来必受审判 (帖帖这6~10)

在神借着耶稣拯救子民、审判敌人的那个日子临到以先，

必有背道的事、还有不法的人出现 (帖帖第在)

保除传他末世论这扰引以到 他在为你每也加再神的道保除传他末世论这扰引以到，他在为你每也加再神的道，

保保他在为你每保不他这不的已提这因这主、传传这为的，

帖帖这、第 讲述保罗本身传福音的动机、方法，神的道仍然还是核心的要旨，帖帖 第 讲述保罗本身传福音的动机、方法，神的道仍然还是核心的要旨，

当然，我们必须用信心去接受这个道

保保领领巩固信徒的信心，保保他保为这的的、保所每人这为为信信，

正是在一个敌对还有多元的社会当中，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所处的情况所差无几，

保罗提醒教会遭遇逼迫这是意料中事，唯有扎根在神的道中才能够得到稳妥

当当 帖 保保这保牧脱也保已传例如例如如这牧人的榜样 风范 鼓激为为彼彼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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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 帖，保保这保牧脱也保已传例如例如如这牧人的榜样、风范，鼓激为为彼彼他使。

在短短的两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有丰富的领受。我们感谢主！

谢谢主谢谢主，
带领我们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

求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受教。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代，

活出与你所赏赐的救恩相符合的生活见证，
把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把 切荣耀都来归给你；

让我们凭着信心，忍耐等候你的再来。

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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