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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2)

DCCC主日學

主後2018年5月27日

B.詳綱
一. 引言(1:1-3)                                            

A.問安 1:1   B.祈願 1:2-3                           
二. 教會與個人(1:4-3:13)                 

A.誠心的感謝 1:4-10 
1.信心方面(信心的工夫) 1:4-7                    
2.愛心方面(愛心的勞苦) 1:8                  
3.盼望方面(盼望的忍耐) 1:9-10                 

B.誠懇的表白 2:1-20                                 
1.純全的動機 2:1-8                               
2.無私的勞苦 2:9-13                             
3.被趕的經驗 2:14-20                           

C.誠意的盼念 3:1-13                                            
1.計劃的改變 3:1-5                                     
2.喜樂的消息 3:6-9                              
3.迫切的祈禱 3:10-13

三.教義與實踐(4:1-5:22)                        
A.基督徒的生活 4:1-12                              

1.論聖潔的生活 4:1-8                           
2.論彼此的相愛 4:9-12                          

B.基督的再臨 4:13-18                     
1.復活的次序 4:13-16                   
2.被提的情形 4:17-18                            

C.基督的日子 5:1-11                         
1. 主的日子的時間 5:1-3                  
2. 主的日子的信息 5:4-11                     

D.基督徒的處世 5:12-22                          
1.在教會方面 5:12-15                         
2.個人方面 5:16-22                                     

四.結語(5:23-28)                                      
A.祝愿 5:23-27 B.祝頌 5:28

三.教义与实践(4:1-5:22)                                  
先论实践(4:1-12),再论教义(4:13-5:11),后回

到实践(5:12-22)                                               
A.基督徒的生活(4:1-12)                                   
1.论圣洁的生活(4:1-8)                                           

帖教会的信徒多从异教背景出身,虽信主后
仍持守过去异教淫乱的生活习惯,故此

作者 劝勉他们成为圣洁后便当远避淫行
(4:1-3), 不要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的呼
召原是为 圣洁,不是为污秽(4:4-8)                                             
2.论彼此的相爱(4:9-12)                                        

作者在他们中间时,已教训他们彼此相爱的
事(4:9-10),以及殷勤作工,互相弥补,

实行 彼此相爱的教训(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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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
遠避淫行;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
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
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
認識神的外邦人。 4:3-5

B.基督的再临(4:13-18)                                           
1.复活的次序(4:13-16)                                         

前论基督徒的实践,今论基督教的教义。作
者前在他们中间所传有关主再来的信息,卻
引起他们像不信人那样的忧伤:因他们以为
死了的人便无法参与主再来的福分了;因此
作者便向他们解释睡了的人与还活着的人都
有分参与,而且睡了的人必先复活见主面

2.被提的情形(4:17-18)                            
然后那些还存留的人才一同被提到天上与主
相遇,这被提的盼望是教会最大的安慰

論到睡了的人, 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恐怕
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我們若信
耶穌死而復活了, 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 神
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
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
的人, 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
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
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
被提到雲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 我們就要
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4:13-18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
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
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
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
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約 14:1-3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
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
麼站著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
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徒14:10-11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
怜。 林前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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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基督的日子(5:1-11)                        
1.主的日子的时间(5:1-3)                           

主的再来也称为主的日子,那日子的来临
无人知晓,如贼之光临,不会预先宣告何时
何日, 也如临产妇人般,只有征兆不能确
定日期

2.主的日子的信息(5:4-11)                           
因着主再来的主题,作者便把握时机释放
信息,劝勉他们要像光明之子,不要无知
(睡觉),乃要儆醒谨守,把信、望、爱披

戴起来,藉此彼此劝慰,互相建立

因為神不是豫定我們受刑，
乃是豫定我們藉著我們主
耶穌基督得救。他替我們
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
都與他同活。 5:10

D.基督徒的处世(5:12-22)                                   
1.教会方面(5:12-15)                   

作者在上文因教义而涉及实践的劝
慰 后,便继续其实践的劝告。他首
先劝 告在教会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1)敬重在教会中作治理教导的
(2)也要彼此和睦相处,包括:         

要警戒不守教规的人
忍耐软弱的
不要以恶报恶
要努力行善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
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裡面治理你們，勸
戒你們的。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愛心
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5:12-13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當以為配受加
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
如此。 提前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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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方面(5:16-22)
(1)常常喜樂
(2)不住禱告
(3)凡事謝恩
(4)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5)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6)察驗與持守美善的
(7)禁戒  一切惡

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禱
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
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
們所定的旨意。

5:16-18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  葡萄樹不結果, 橄
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
羊,  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
歡欣, 因救我的神喜樂。 哈3:17-18

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憂傷的靈, 使骨枯
乾。 箴17:22

JOY

神在基督耶穌向我們所定的旨意
一. 要常常喜樂(16節)--任何境遇都可

結出『聖靈』的果子 (加5:22)

二. 不住的禱告(17節)--任何時刻都與
『基督』保持正常的關係 (約15:7)

三. 凡事謝恩(18節)--任何事物都與
『神』的美意有關連 (羅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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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5:23-28)                                     
A.祝愿(5:23-27)                                      
(1)他們全然成聖
(2)靈、魂、體得蒙保守,見主面全無指摘
(3)他們為作者代求
(4)務要聖潔
(5)公誦書信
B.祝頌(5:28) 願恩惠與教會同在,結語之

頌與啟語之頌(1:1)前後一致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
全然成聖!又願你們(整個人
WHOLE PERSON)的靈與魂與
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
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
可指摘!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
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5:23-24

信、愛、望的重要性和相關性
一.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見證(帖前1:3)

1. 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蒙恩得救)
2.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在主里長進)
3.因盼望所存的忍耐 (等候主再來)

二.基督徒生命長大的指標(帖前3:10；12-13)
1. 信心補充、成全
2.愛心增長、充足
3.盼望堅固、持守

三.基督徒生活爭戰的軍裝(帖前5:8)
1. 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
2.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

四.信、愛、望的實行(帖前5:16-18)
1. 任何境遇要常常喜樂--結出聖靈的果子(加5:22)
2. 任何時刻都要不住的禱告--保持與基督的正常關係(約15:7)
3. 任何人事物都要凡事謝恩--順服神的美意(羅8:28)
(羅5:1-5;林前13:13;加5:5-6;弗4:2-5;西1:4-5;帖前1:3,5:8;

來6:10-12;10:22-24;彼前1:21-22)

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封仰望、儆醒、等候的书

信；因主再来的日子是随时随地的,我们的儆醒
与等候也是每时每刻的。在这极悖谬的世代中,
信徒唯一的盼望乃是被提,只有被提的盼望,才
能催促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中努力作工。帖撒
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在大患难中仍有信心的工夫,
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这样的见证是何等动
人。然而我们处在太平盛世,丰足享受的日子中,
却常常将信心搁在一边,只爱世界,放纵私欲,沾
染污秽,不爱主的再来,糊里糊涂过日子,使主何
等的伤痛,以致他的再来只催促我们的被罚。但
愿我们这些离弃了偶像,归向真神的人,在信望
爱方面都蒙主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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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主耶穌基督
的恩常與你們同
在! 5:28

问题讨论
1. 你常常喜乐吗？討論怎样才能常常喜乐？
2. 你能做到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吗？
3. 你认为应如何等候主的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