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遭受到了极大的迫害，面临着火一般的试验，他们变得很沮丧。保罗所写的鼓

励他们的两封短信，也曾鼓励了成千上万的信徒。保罗没有把焦点放在自我上，而是把帖撒罗尼迦信

徒的注意力引到神身上，神是安慰和力量的真正源头。在两封信件共 136 节经文里，保罗提到神、基督、

圣灵或他们合称的次数超过 150 次（Elwell 、Yarbrough 1998，332）。

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信徒离弃拜偶像转向耶稣，也感谢他们能在苦难中站立得住，还称他们是其

他人学习的榜样。为了进一步鼓励他们，保罗提醒说耶稣为着他的跟随者会很快再回来。今天我们热

切地等候我们的救赎主再来的日子，这一真理继续地鼓励着我们。对主再来的盼望和确信，给予了我

们力量能经受住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就如很久以前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

课程	8.1	 帖撒罗尼迦前书

8.1.1 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第一封信的背景

8.1.2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写作目的和三个主要部分

课程	8.2	 帖撒罗尼迦后书

8.2.1 归纳并应用帖撒罗尼迦后书教导的被提、敌基督和基督再来

目
标

目
标

第8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

关于未来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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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8.1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位于横穿罗马到腓立比的欧拿申大道上，是马其顿

省的省会城市。有人认为它的人口有 20 万（Thomas 1978，229）。

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中在西拉和提摩太的陪同下到过这个城市（徒

17:1-9）。

一开始，这几位来到帖撒罗尼迦的宣教士一切都很顺利。然而，

某些犹太人很快就开始嫉妒和恼恨起来，控告保罗及他的朋友，说

他们“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徒 17:7）。这些苦

毒的犹太人逼迫保罗和他的朋友夜间离开帖撒罗尼迦。

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后，就去到了雅典及哥林多（徒 18）。但

帖撒罗尼迦信徒继续遭受着迫害（帖前 2:14）。之后，提摩太被派

到帖撒罗尼迦看望那边信徒的状况。他回来后向保罗汇报，称赞帖

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和爱心（3:5-10）。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后，保罗

很希望回到他们中间去，但却不可以。所以，他从哥林多给他们写信，

鼓励他们。

虽然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处理的都是当时保罗时代的问题，但

也因它们对未来的强调而出名，有时候被称为末世信件（Eschatological 

Epistles）。Eschatology 是从希腊字根 eschatos 而来，这个字根的

意思是“最后”，logos 是“文字、话语”的意思。因此，末世学

eschatology 就是对末世的研究，历史最终发生的事件。这也是帖前

和帖后的主题—— 基督的再来。

1．列出描述了帖撒罗尼迦的背景的四个方面。

贴撒罗尼迦前书的大纲
一、保罗感恩和鼓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1

二、保罗为自己所做的和没到帖撒罗尼迦的原因作辩护，2-3

1．保罗为自己所做的辩护（2:1-16）

2．保罗为自己没到帖撒罗尼迦的原因辩护（2:17-3:10）

3．保罗的祷告（3:11-13）

三、保罗教导信徒，4-5

1．远离淫行（4:1-8）

2．兄弟间的相爱（4:9-10）

3．行事端正诚实（4:13-5:11）

4．基督再来（4:13-5:11）

8.1.1 目标  
归纳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

8.1.2 目标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旨、写

作目的和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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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8.1

5．对属灵领袖的尊重（5:12-13）

6．基督徒的生活（5:14-18）

7．属灵的辨别能力（5:19-22）

四、结语，5:23-28

大纲的讲解

保罗感恩和鼓励帖撒罗尼迦信徒（帖前 1）

保罗是作为一位朋友和属灵顾问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即

他的属灵儿女。他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和试验，变得沮丧，不明白为

什么自己要受这般的苦。

保罗写信鼓励这些正在苦难中的信徒，他先写到了他们的优点，

保罗没有用谄媚的话（2:5），而是用表扬的话称赞他们。称赞跟谄

媚不一样，称赞是真诚的，把被称赞的人里面最好的一面反映出来。

保罗为几样事情称赞帖撒罗尼迦信徒 :

• 他为着他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所结的果子而感谢神（1:3）

• 纵使遭遇患难，也依然效法保罗和效法主（1:6）

• 他们成为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1:7）

• 他们的见证已传播开来（1:8）

• 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1:9）。这一节经文似乎表明了帖

撒罗尼迦原本是一个外邦人教会，因为犹太人是极力反对拜

偶像的。

2．为什么保罗认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是值得称赞的？

之后，保罗转向另外一种鼓励方式，提醒他们等候耶稣的再来

（1:10）。主的再来是有福的盼望（多 2:13），对众信徒是一个极大

的鼓励。这个循环出现的主题贯穿于整篇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这

封书信的每一章几乎都是以主再来的相关教导结束 :

• 1:10——“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

耶稣。”

• 2:19-20——“……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站立

得住——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 3:13——“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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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 4:14-18——“……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

必亲自从天降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

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 5:23——“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

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3．基督再来的盼望给苦难中的信徒带来什么样的鼓励？

保罗为自己所做的和没到帖撒罗尼迦的原因辩护（帖前 2-3）

保罗鼓励和称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后，转向为自己的事工辩护。

也许是因为有人诽谤他，或者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需要回顾过去。无

论是什么原因，保罗强调了自己所做的和他没有到那儿的原因。

回顾他过去所做的（帖前 2:1-16）

• 保罗提醒他们他来之前在腓立比所受的迫害（2:2）

• 他的出发点是纯洁的。他没有用谄媚的话，没有贪婪，在经

济上也不对他们造成负担。相反，他日夜劳作，自己供应自

己（2:3-9）。

• 他心存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2:10-12）

• 他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如父亲待自己的儿女。（2:10-12）

• 他所传的道，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2:13）

为自己没到帖撒罗尼迦辩护（2:17-3:10）

回想保罗是在哥林多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写信的。他解释说，

他以各样的方式尝试去他们那里，但都被撒但拦阻了（2:17-18）。因此，

保罗派提摩太去鼓励他们，并提醒他们，试验是所有信徒都要经历

的（3:1-4）。保罗担心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会变得沮丧和失去信心，

使他从前在那的事工白费了（3:5）。不过，提摩太带回来的是好消息，

保罗非常感恩，祷告神能坚固他们的信心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3:6-

13）。

4．保罗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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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教导信徒（帖前 4-5）

注意帖前的大纲，1-3 章是在讲述过去。在这些章节里，保罗为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感恩。接下来在 4-5 章，保罗给出了关于日常生

活的警惕和教导。尤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5:11，保罗回答了关

于基督再来的相关疑问。

保罗离开后，帖撒罗尼迦有些信徒死了，他们至爱的人非常悲痛，

恐怕死者错过了基督的再来。他们过去老的异教信仰给不了他们死

后的盼望（1:9-10），只是教导他们死是充满黑暗和恐惧的经历。活

着的信徒甚至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还会再见到已死的亲人吗？”

保罗肯定地回答，是可以的，他们将会有喜乐的团聚（4:13-18）。今天，

我们称众信徒在空中与主的相遇为被提 (Rapture)。所有信徒都盼望

着主再来，在那一刻我们与他联合，也与我们爱的人在基督里重新

团聚。感谢神给了我们基督再来的盼望和鼓励！

不过，虽然被提的事实给苦难中的信徒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但

这个未来的盼望也带来两个责任 :（1）所有信徒必须要警醒等候主

的再来；（2）所有信徒都要自我节制（5:6）。保罗提醒众信徒要为

主的再来警醒谨守，因为对于警醒的人来说基督的再来并不令人惊

奇。那些不警醒的人都是恶的，他们是“属黑夜的，属幽暗的”（5:5）。

义人守着圣洁的生活警醒等候耶稣。

5．你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学到什么样的盼望和安慰，是可以给

那些失去至亲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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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8.2
帖撒罗尼迦后书

保罗写完帖撒罗尼迦前书不久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时他

同样是在哥林多，在他的第二次传道旅程中。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已

把保罗关于基督再来的话扎根在心里了，但他们却又过度强调这一

真理。面对接踵而来的迫害，他们过于定睛在基督的立刻再来上。

有些人甚至停止做主工，选择终日坐在那儿，看着云朵等候耶稣再来。

此外，有些人还声称有从保罗来的预言、言语或者书信说，基

督已经再来了（帖后 2:1-2）。或者有人认为他们是处于被提后的大

灾难期（Great Tribulation）。结果，保罗再写了一封信去纠正这些信

仰上的错误。他说，帖后才是真正从他来的书信（3:17）。

6．过度强调基督再来会带来怎么样的潜在危险？

帖后的大纲
一、保罗鼓励在迫害中的信徒，1

1. 问候（1:1-2）

2. 为他们在迫害中的进步而感恩（1:3-4）

3. 确定最后是有奖赏和审判的（1:5-10）

4. 为信徒祷告（1:11-12）

二、保罗教导信徒有关末世的事，2

1. 主再来的日子还没到（2:1-2）

2. 沉沦之子首先要被显露出来（2:3-12）

3. 鼓励信徒要在真理上站立得稳（2:13-15）

4. 保罗为信徒祷告（2:16-17）

三、保罗给信徒关于日常生活的劝勉，3

1. 催促他们为他祷告并要站立稳（3:1-5）

2．鼓励他们每个人要勤劳（3:6-13）

3．要求他们管教那不顺服的人（3:14-15）

4．为他们祷告，说再见（3:16-18）

 

大纲的讲解

保罗鼓励在迫害中的信徒（帖后 1）

跟第一封书信一样，保罗以称赞开始第二封书信（帖后 1:3-4），

称赞他们在迫害中还能站立得稳。接着在帖后 1:6-10，他提醒信徒

们——伸冤在神。

8.2.1 目标  
归纳及应用帖后所教导的被

提、敌基督和基督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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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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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

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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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你们作见证，你们也信了）。（帖后 1:6-10）

认识到将来会更好，让信徒们在苦难中受到很大的鼓励。

保罗教导信徒有关末世的事（帖后 2）

帖后 2:1-12 包含了六个重要的神学短语。我们接下来将把他们

找出来并一一解释。

• 主耶稣基督降临（2:1），或者基督再来 Second Coming（希

腊语 parousia），是一个广义的短语，包含了关于主再来的

两层含义：即他秘密的再来和公开的再来（看本部分内容的

列表）。第一，在我们所说的被提中，耶稣为他的圣徒而

来。这个秘密的再来，就是说只有圣徒才能看见他。“当那

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

17:34）。也就是说，不信的人将会被留下来，经历由敌基

督掌权的七年大灾难。第二层含义是，主将与众圣徒一同降

临。我们称之为基督公开的再来，是因为到时候所有的人都

会看见他（犹 14；启 1:7）。耶稣在七年大灾难之后公开再来，

是要审判他的仇敌。

• 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帖后 2:1）指的是被提，众圣徒将一同

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6）。

• 主的日子（帖后 2:2）指的是基督来审判的日子。

• 离道反教（帖后 2:3）。在希腊语里，相对应的词是

apostasia，英语单词 apostasy 是从它衍生出来的。这里的离

道反教也许指的是离开基督，或者因人反对神及神的统管而

出现的法律和秩序方面的大叛乱。这也有可能包括了教会里

的人。耶稣讲到这个时期，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太 24:12）。

• 悖逆之子（帖后 2:3）指的是敌基督，在大灾难中掌管这世

界的人。他是在末世的日子里，全世界邪恶和迫害的领袖。

保罗论到这个邪恶的统治者，说他在神的殿中高抬自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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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是神，要求人来拜他（帖后 2:4；启 13）。耶稣将会用口

中的气灭绝他（帖后 2:8；启 19:11-12）。

• 那拦阻的 ( 帖后 2:7)。现代普遍的看法是，拦阻那悖逆之子

的是在教会中运行的圣灵。当圣灵停止不再拦阻邪恶的时候，

它会如洪水般淹没全地。很多人认为这个情况将在被提后出

现，那时那邪恶将不受拦阻了。另一方面，早期教会很多牧

者的普遍观点则认为，拦阻不法之势的是罗马帝国及其大帝。

但是也人认为尼禄大帝是那逼迫者和悖逆之子。尼禄是在革

老丢之后的一个大帝，革老丢是保罗写这封信时的罗马帝国

统治者，他的名字跟一个意思为“制止”或“拦阻”的拉丁

单词有关（Keener 1993，601–602）。

7．归纳拦阻那邪恶的力量的两种观点。（帖后 2:7）

帖撒罗尼迦有些信徒感到有些混乱，担心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帖后 2:2）。保罗向他们确保，神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他告诉他们，

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那拦阻邪恶的将要被挪去。教会将被提，

悖逆之子将会统治世界。一定时间后，主将再来，公开地灭绝那恶者。

因此，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无需担心错过主的日子。当这些事情发生

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知道。

基督再来的两层含义（不同的经文）

短语一（秘密被提） 短语二（公开启示）

1.
耶稣为他的圣徒而来。（帖

前 4:16-17）

耶稣与他的众圣徒一同降临。

（启 19:8，14；亚 14:1-5）

2.

“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

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路 17:34）

“众目要看见他”（启 1:7）

3.

耶稣应许在普天下人受试炼

的时候，保守非拉铁非教会

免去试炼。（启 3:10）

耶稣将使在大灾难中死去

的圣徒复活。（启 13:15；

20:4）

4.

在耶稣降临之前，信徒将被

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帖前 4:16-17）

耶稣回来是要在地上掌权

（启 19:1-21）。撒但将被扔

到无底坑里捆绑一千年（启

20:1-3）。那些在大灾难中为

基督而死的人将要复活（启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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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第8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

课程 8.2

5.

没有迹象显明被提临近了。

我们只是被忠告要仰望等候

主。（约 14:1-4；林前 15:51-

58；帖前 4:13-18）

很多迹象能表明他的再来。

“这样，你们看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

口了。”（太 24:33）

6.

在讲述被提的经文里，没有

提及到试炼。（约 14:1-4；；

林前 15:51-58；帖前 4:13-18）

基督再来是在大灾难期间（亚

14:1-2；太 24:21；启 6-18）

7.

被提的经文很清楚地教导，

圣徒将复活与主相遇（约

14:1-4；林前 15:51-58；帖前

4:13-18）

基督再来的经文并没有涉及

被提，也许是因为被提是在

更早些年发生的。（亚 14:1-

5；太 24:26-31；启 19:11-

21）

8.

在被提的那一刻，我们活

着的人也要改变。（林前

15:51；帖前 4:17）

基督再来的经文没有说到活

着的圣徒将被改变。

9.

有关被提的经文清楚的显明，

在基督里已死的将要复活。

（林前 15:52；帖前 4:16）

基督再来的经文没有清楚表

明教会的复活。（但 12:1-2；

启 20:4）

10.
地上没有什么变化是跟被提

有关的

基督再来的经文讲到地上的

变化。橄榄山要裂开（亚

14:4；结 40-48 也说到地上的

一些改变。（启 6:12-14）

保罗给信徒关于日常生活的劝勉（帖后 3）

最后，保罗催促帖撒罗尼迦教会要做三件事情：

• 为他祷告（3:1-2）。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神是信实的。

他知道主一定会坚固他和帖撒罗尼迦教会。

• 要勤劳（3:6-13）。信徒不能只是坐在那儿等着主的再来。

不肯做工的人，就不可吃饭（3:10）。

• 教会要管教那些不听从信上的话的人（3:14-15）。爱里的管

教是每一个健康的教会都要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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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新约圣经研读

自我测验

选出最佳答案。

1. 帖撒罗尼迦是					省的省会城市。

a) 加拉太

b) 亚该亚

c) 马其顿

d) 小亚细亚

2. 保罗在							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了两封信。

a) 罗马

b) 哥林多

c) 雅典

d) 腓立比

3. 谁带回来关于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好消息？

a) 西拉

b) 耶孙

c) 推基古

d) 提摩太

4. 帖前和帖后的主题是								。

a) 在迫害中喜乐

b) 在律法中的自由

c) 基督的伟大

d) 基督再来

5. 保罗写帖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

a) 鼓励苦难中的信徒

b) 要求对方提供经济援助

c) 指责悖逆的基督徒

d) 讨论说方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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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第8章  关于未来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

自我测试

6. 末世学 (eschatology) 是研究						的一门学科。

a) 教会历史

b) 假师傅

c) 末世

d) 救赎

7. 帖前每一章经文都是以							结束的。

a) 警戒信徒不要偏离正道

b) 感恩的祷告

c) 讲述信心

d) 教导基督的再来

8.“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指的是							。

a) 被提

b) 一千年

c) 坟墓

d) 大灾难

9.“悖逆之子”指的是								。

a) 大祭司

b) 敌基督

c) 假先知

d) 魔鬼

10.“基督再来”是指									。

a) 一千年后基督的再来

b) 基督单单为他的圣徒而来

c) 基督为他的圣徒而来，同时与他的众圣徒一同降临

d) 基督来单单要审判他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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