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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
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

DCCC國語主㈰㈻
2016年5㈪22㈰

作者：保羅
時間：51A.D.
㆞點：哥林多

帖撒羅尼迦前書

目的：儆醒的㈺召 （ Call to readiness）。藉著主再來（迎
接教會）的題目而施勸勉、安慰及解釋。

㈵徵：
(1)保羅書信㆗其㆒最親切的，充滿簡單溫柔和愛慕的說話。
(2)含㈲基督教㆗㆒切主要的教義。
(3)每章皆以主再來為結束（1:10; 2:19; 3:13; 4:16-17; 5:23）。
(4)全無引用舊約。

歷史背景
A.帖撒羅尼迦城
以亞歷山大帝之妹帖撒羅尼迦之㈴為㈴。帖城位羅馬與東方主要通
道 歐拿申大道 （ Egnatian Way）㆖，故東西文化與商業均從此經
過，以致它成了當時數㆒㆓之文化商業㆗心。城內居民大部分乃希

臘㆟，集居於此的猶太㆟也為數不少。

B.帖撒羅尼迦教會
1.始源
保羅在第㆓次旅行布道到達㈵羅亞，在那裡他接受了馬其頓的㈺聲

（徒16:9-10），轉到歐洲首站腓立比（徒16:12），在那裡建立腓立
比教會（徒16:13-34）。後因不能多留（徒16:35-40），便來到相距
㆒百哩外之帖撒羅尼迦城（徒17:1）。在那裡㆒連㆔個安息㈰（徒
17:2）為主證道，所得的果子也不少（徒17:4）。
2.成員

多是那些離棄偶像，敬拜真神的外邦㆟（帖1:9; 2:14, 16），從帖前
書內無㆒引述舊約的㈵徵可支持此點。居在帖城的猶太㆟為數不少，
他們歸主後構成教會的㆒小部分（徒17:3-4）。

C.帖撒羅尼迦前書著成的時機
1.歷史
保羅在帖城的工作非常成功，以致引起猶太㆟之忌恨，糾眾誣告他
造反（徒17:5-9）。當晚保羅與他的同伴西拉及提摩太便乘㊰離開帖

撒羅尼迦，直到西面㆕㈩哩外之庇哩亞，在那裡工作頗㈲成效。在
帖城反對他的㆟趕來攔他，於是保羅便把西拉與提摩太留在那裡，
㉂己動身前往雅典（徒17:12-15）。後來西拉與提摩太到雅典與保羅
會合（帖前3:1-2），保羅便差遣西拉到腓立比，提摩太回到帖城去，
他們㆓㆟去後，保羅便繼程前往哥林多（徒18:1），在那裡，西拉

與提摩太再回來與保羅見面（徒18:5）。
2.動機
提摩太帶來幾㊠㈲關帖會的報告： (1)他們在主恩裡的長進（帖前
1）；(2)他們對保羅的誤會（帖前2）；(3)他們誤解保羅的教義（帖
前4－5）。因此保羅立刻回信給他們（帖前3:6-7），為㉂己及教義

作進㆒步的解釋。本書著成主要的動機，在乎保羅以前在他們㆗間
所傳㈲關末世論的道理。他曾傳講主的再來乃隨時隨㆞的，如今當
保羅離開後，主還未再來。在此時他們㆗間㈲㆟離開世界了，保羅
便向他們解釋，這些死去的㆟必先復活才被接到榮耀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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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1-3 問安與祈願

1

福音
與教
會的

將來

1:4-5:22

教會與個㆟

誠心的感贊

信心方面 1:4-7

愛心方面 1:8

盼望方面 1:9-10

誠懇的表白

純全的動機 2:1-8

2無私的㈸苦 2:9-13

被趕的經驗 2:14-20

誠意的盼念

計劃的改變 3:1-5

3喜樂的消息 3:6-9

迫切的祈禱 3:10-13

教義與勸勉

基督徒的生活
聖潔生活 4:1-8

4
彼此相愛 4:9-12

基督的再來
復活的次序 4:13-16

再來的情形 4:17-18

基督的㈰子
㈰子 的時間 5:1-3

5

㈰子 的信息 5:4-11

基督徒的處世
在教會方面 5:12-15

在個㆟方面 5:16-22

結語 5:23-28 ㈷願與㈷頌

㆒ .引言：問安與祈願（1:1-3）
( 1:3)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
愛心所受的㈸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保羅常在主前紀念他們的信心、愛心、及盼望；信心的工夫指離棄

偶像歸向神（1:9a）；愛心的㈸苦指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1:9b）；
盼望的忍耐指等候神的兒子從㆝降臨（1:10）。

㆓ .教會與個㆟（1:4-3:13）
A.誠心的感謝（1:4-10）

1.信心方面（1:4-7）
當福音傳到他們那裡時，碰到充足的信心所領受，那時雖然他們在
大難之㆗，但仍能領受真道，傚法主基督，甚㉃作了所㈲馬其頓和
亞該亞信之榜樣。
2.愛心方面（1:8）

因他們愛主之故，就能把他們所信 主的道 傳揚出來。
3.盼望方面（1:9-10）
離棄假神，歸向神，服事神，等候神等各方面均顯出美好的見證。

B.誠懇的表白（2:1-20）
保羅因教會受外界㆟士（猶太㆟及異教徒）之影響，對他產生誤會
而為㉂己申辯。
1.純全的動機（2:1-8） －不是徒然的；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

穢，也不是用詭詐；不是要討㆟喜歡；沒㈲藏著貪心；沒㈲求榮耀
保羅向教會表白他們以前在帖城工作時的動機是純正無偽的。這點
可從(1)因在腓立比的受辱，而把工作轉移到帖撒羅尼迦去；(2)是神
的托付，㈲神為證；(3)在他們㆗間如母親乳養兒㊛的㈸苦，甚㉃連
性命也不顧。

2.無私的㈸苦（2:9-13）
保羅以他在他們㆗間工作時無私無己的㈸苦為佐證： (1)晝㊰的辛㈸；
(2)無指摘的見證；(3)如父親待兒㊛的心情；(4)他們的回應。指出他
的工作不是為己，而是為他們的。
3.被趕的經驗（2:14-20）

保羅申述過去在帖城被趕經驗，指出那些反對福音的㆟，就是如同
那些殺死耶穌和先知的㆟㆒樣，神的忿怒必會臨到他們身㆖。保羅
被趕後，肉體雖不在帖城，但如同與他們同在㆒樣，亦曾極願回去
不果。這㆒切均顯出保羅愛他們的心，因他們就是他的榮耀與喜樂。

C.誠意的盼念（3:1-13）
續㊢ 2:17-20的主題。
1.計劃的改變（3:1-5）
保羅㉂離開帖城後，便輾轉來到雅典，在那裡伺機回去，但因久無

機會，掛念他們的心劇增，便改變親㉂回去的計劃，打發提摩太前
去堅固他們，免他們信心搖動。
(3:5)要曉得你們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誘惑㆟的到底誘惑了你們，叫
我們的㈸苦歸於徒然。
2.喜樂的消息（3：6－9）

提摩太去後回來，帶來極美好的消息，使保羅得安慰與大喜樂。這
好消息關乎㆔點：(1)他們在患難㆗信心的堅定；(2)愛心的實在；(3)
對保羅的系念。
3.迫切的祈禱（3：10－13）
因喜樂與安慰，保羅心內生發為他們感謝的心。這感謝的㈹禱是極

迫切的，願(1)能與他們相見；(2)能堅固他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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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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教會的信徒多從異教背景出身，雖信主後仍持守過去異教淫亂的

生活習慣，故此保羅勸勉他們成為聖潔後便當遠避淫行，不要像不
認識神的外邦㆟
(4:7)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2.論彼此的相愛（4:9-12）

保羅在他們㆗間時，已教訓他們彼此相愛的事，及以慇勤作工，互
相彌補，實行彼此相愛的教訓。
(4:11)立志作安靜㆟，辦㉂己的事，親手做工，正如我們從前所吩
咐你們的

B.基督的再臨（4:13-18）
論到睡了的㆟，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
沒㈲指望的㆟㆒樣。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

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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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
㆟之先。 因為主必親㉂從㆝降臨，㈲㈺叫的聲音和㆝使長的聲音，
又㈲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活著
還存留的㆟必和他們㆒同被提到雲裡，在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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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復活的次序（4:13-16）
保羅以前在他們㆗間所傳㈲關主再來的信息，引起他們像不信㆟那
樣的憂傷，因他們以為死了的㆟便無法參入主再來的福分了；於此
保羅便向他們解釋 睡了的㆟與 還活著的㆟都㈲分參與主的再來，

但睡了的㆟必先復活才見主面。
2.被提的情形（4:17-18）
然後那些還存留的㆟才㆒同被提到㆝㆖與主相遇，這被提到㆝㆖的
盼望，正是教會最大的安慰。

C.基督的㈰子（5:1-11）
1. 主的㈰子 的時間（5:1-3）
主再來的㈰子無㆟知曉，如賊之光臨 ，不會預先宣告何時何㈰，也
如臨產婦㆟般，只㈲徵兆不能確定㈰期。

2. 主的㈰子 的信息（5:4-11）
因著主再來的主題，保羅勸勉他們要像光明之子，不要無知（睡
覺），乃(5:8)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
當作頭盔戴㆖，藉此(5:11)彼此勸慰，互相建立。

D.基督徒的處世（5:12-22）
1.在教會方面（5:12-15）
(1)敬重在教會㆗作治理教導的㆟；(2)彼此和睦相處，包括要(5:14)
警戒不守規矩的㆟，勉勵灰心的㆟，扶助軟弱的㆟，也要向眾㆟忍
耐，不要以惡報惡，要努力行善。

2.個㆟方面（5:16-22）
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㆕ .結語（5:23-28）
A.㈷願（5:23-27）
(1)願賜平安的神親㉂使你們全然成聖！
(2)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

完全無可指摘！
(3)他們為作者㈹求；
(4)務要聖潔；
(5)公誦書信。

B.㈷頌（5:28）
願恩惠與教會同在，結語之頌與啟語之頌前後㆒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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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後書

目的：等候的㈺召 （ Call to wait）。㈺召信徒安靜作工，
專心等候主的再來

㈵徵：
(1)在㆔章篇幅內記㈲㈤段祈禱，㆕段為讀者，㆒段為㉂己。
(2)與前書般全無引用舊約。
(3)記㈲關末世論最著㈴論 大罪㆟ 的㆒段（2:1-12）。
(4)記㈲著㈴之工作與等候 的原則（3:6-12）。

A.帖撒羅尼迦後書著成動機
在前書內，保羅指出主再來是隨時隨㆞的，因此很多㆟便放㆘工作，
等候主隨時隨㆞的再來，甚㉃懶惰怠工，好管閒事，故此保羅再書
此信矯正他們對主再來的觀念，主的再來是在大罪㆟顯現後（2:3），

而大罪㆟之未顯現乃因攔阻者的工作（2:6），攔阻者的還在正是神
還恩待㆟的時候，所以在此要吩咐那些游手好閒的㆟慇勤作工，等
候主之再來。
B.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比較
帖前後書為保羅書信㆗專論主再來的書信，兩卷的主題前後相連，

彼此相輔，語調也是前後相關
帖前 帖後

述教會接受了神的話 述基督徒在信心、愛心、忍耐㆖長進
論主再來時之突然 論主再來時之事跡
宣告主再來 補釋主再來
給他們該守的命令 勸他們遵守已給的命令
叫㆟㈫熱，切望主再來 叫㆟冷靜，不因錯誤而驚慌
教會的被提 世界的審判
主的再來（前部分） 主的再來（後部分）
主的再來 主的㈰子
在基督裡的福氣 敵基督的終局

引
言

1:1-4
啟 語 問 安

1

感 恩 的 話

福
音
與
基
督
的
光
榮

2
：
14

1:5-
3:15

因的
主安
再慰
來

現今的苦難
(保羅的感謝)

受患難的㆟ （神的㈷福） 1:5-7

施患難的㆟ （神的報應） 1:8-10

將來的榮耀
(保羅的祈禱)

信心的工夫 1:11

榮耀的得著 1:12

矯來
正的
主觀
再念

主再來的時間
主再來前的情形 2:1-7

2
主再來時的情形 2:8-12

主再來的盼望
神揀選的目的 2:13-14

基督徒的安慰 2:15-17

因的
主勸
再勉
來

忍耐等候
保羅的求禱 3:1-3

3

保羅的祈禱 3:4-5

安靜作工
保羅的榜樣 3:6-9

保羅的吩咐 3:10-12

努力行善
向外行善 3:13

向內和睦 3:14-15

結
語

3:16-
18

結 筆 ㈷ 願

問安㈷頌

㆒ .引言：問安與感恩（1:1-4）
保羅為他們感謝神：(1)格外增長的信心；(2)充足的彼此相愛；(3)不
怕患難仍存的忍耐和信心而誇囗。
㆓ .因主再來的安慰（1:5-12）

A.現今的苦難（1:5-10）
1.神必㈷福受患難的㆟（1:5-7）
保羅安慰帖教會受苦的信徒，使他們知道神必㈷福那些為神國受苦，
但仍存忍耐與信心的㆟。
2.神必報應施患難的㆟（1:8-10）

神報應那些施患難給㆟的㆟（暗指那些反對福音的猶太㆟）。他們
的結局在主再來時是沉淪的，可是主再來卻是信徒得榮耀的時候。
B.將來的榮耀（1:11-12）
（保羅的禱告）願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

你們㆒切所羨慕的良善和㆒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叫我們主耶穌的
㈴在你們身㆖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神並
主耶穌基督的恩。
1.神必使你們得著信心的工夫（1:11）
2.神必在你們的身㆖得著榮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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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矯正主再來的觀念（2:1-17）
㉂從前書送出後，保羅所獲得的消息使他知道帖教會對主再來之事
還㈲些誤解（帖前 4:13-5:11），所以他在此作詳細的闡釋。

A.主再來的時間（2:1-12）
1.主再來前的情形（2:1-7）
保羅先指出誤解的㆞方在哪裡，那是㈲關主再來（帖前4:16）和 我
們到他那裡聚集 （帖前4:17）的混亂。前者（帖前4:16）指出主再
來㈲關神方面的步驟，後者（帖前4:17）指主再來㈲關㆟方面的程

序。他請他們不要受㆟迷惑引起驚慌。
跟著他便解釋在主再來前必㈲數件要事發生：
(2:3-4)因為那㈰子以前，必㈲離道反教的事，並㈲那大罪㆟，就是
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高抬㉂己，超過㆒切稱為神

的和㆒切受㆟敬拜的，甚㉃坐在神的殿裡，㉂稱是神。
(1)離道反教的事：(a)指㊪教的反叛－Apostas ia原指軍事的叛變，後
用作㊪教㆖的叛離（徒21:21; 太24:10; 提前4:1-3; 提後3:1-9; 4:3）。在
主再來前，世界必㈲甚多離道反教之事發生。
(2)大罪㆟的顯露－將來的敵基督，又稱為沉淪之子及不法的㆟。

(2:6-7)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
可以顯露。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㆒個攔阻的，
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3)攔阻者的被除（2:6-7）－攔阻者就是聖靈，現今敵基督還未顯露

乃因聖靈（藉教會）的工作，當教會被提後（攔阻者除去），敵基
督的廬山面孔便顯露出來。
2.主再來的情形（2:8-12）
主再來之目的乃為要對付獻基督，他以㉂己降臨的榮光滅絕敵基督
及㆒切跟隨他的㆟。

B.主再來的盼望（2:13-17）
1.神揀選的目的（2:13-14）
神揀選㆟的的目的㈲㆔： (2:13-14)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
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神藉我們所

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2.基督徒的安慰（2:15-17）
（保羅的禱告）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
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㆒切善行善
言㆖堅固你們。

㆕ .因主再來的勸勉（3:1-15）
保羅矯正他們在教義㆖的錯誤後，現今糾正他們因 錯誤的教義 而
產生之 錯誤的生活 。在㆔方面勸告他們：
A.忍耐等候（3:1-5）

（保羅的求禱）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著
榮耀，正如在你們㆗間㆒樣。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的手，因為
㆟不都是㈲信心。
（保羅的禱告）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基督的忍耐。
B.安靜作工（3:6-12）

㈲些㆟認為既然主再來是隨時隨㆞的，所以他們便放㆘工作，但主
卻沒㈲如所說的再來，他們也不回去工作，更兼好管閒事。保羅便
以㉂己為例，勸勉他們按守規矩，安靜作工，㉂食其力。
C.努力行善（3:13-15）
保羅勸他們向外方面努力行善，向內方面努力和睦，㈵別對㆒些不

肯服規的㆟。
㈤ .結語（3:16-18）
保羅㈷願他們平安，並附㆖㉂己親筆為記，免㆟冒他的㈴㊢信迷惑
他們，再後把他們交付在主的恩㆗。

（馬㈲藻）帖撒羅尼迦前書是㆒封仰望、儆醒、等候的書信；因主
再來的㈰子是隨時隨㆞的，我們的儆醒與等候也是每時每辰的，在
這極悖謬的世㈹㆗，信徒唯㆒的盼望乃是被提 ，只㈲被提的盼望，
才能催促我們在這末後的㈰子㆗努力作工。 帖教會的信徒在大患難

㆗仍㈲信心的工夫， 愛心的㈸苦， 盼望的忍耐，這樣的見證是何
等動㆟，然而我們處在太平盛世，豐足享受的㈰子㆗，卻反將信心
擱在㆒邊，只愛世界，放縱私慾，沾染污穢，不愛主的再來，糊里
糊塗過㈰子，使主何等的傷痛，而致他的再來只催促我們的被罰。
但願我們這些離棄了偶像，歸向真神的㆟，在信望愛方面都蒙主悅

納。
（馬㈲藻）帖撒羅尼迦後書為專論工作與等候的書卷，信徒在等候
主的再臨時，應㆒邊工作，㆒邊等候。帖教會在患難㆗仍舊存忍耐
和信心（忍耐的信心（Patient Faith），這信心是真誠的，是活的，
不怕環境與遭遇，是堅忍不動搖的。在他們受苦的境遇㆗仍能如此

堅守相信， 這些㆟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 叫我們主耶穌的㈴在
他們身㆖得榮耀，而我們在信心相形之㆘委實不如他們。但願主不
斷挑旺我們對主再來的信心，專心作工，行善不喪志， 這正是主降
臨要在他聖徒的身㆖得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