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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三章 
 

 

保羅知道信徒面對患難是必然的，所以派提摩太到他們當中以自己的經歷提醒及堅固

帖撒羅尼迦信徒的信心。他深感安慰因為知到信徒有信心和愛心並抵擋誘惑，不致搖

動。保羅雖然不在帖撒羅尼迦，但透過禱告與信徒生命連結一起，在神面前同得喜樂，

更深切想見他們。保羅提到這些患難都是預定的，而信徒要相信神的恩典和能力幫助，

預備好自己等待主耶穌再來的時候使他們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今天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是誰堅固我們的信心，令我們站立得穩？。 

 

 你猜如果每個信徒都聆聽和服從主的指示站立得穩 主耶穌會感安慰和喜樂嗎？ 

 

 

屬靈原則： 上帝會堅固信徒的信心以致他們能夠每天見證主等待基督的再來。 

 

 

背誦經文：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裡

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帖前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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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四章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12 

保羅在這裡責備外邦教會信徒的淫亂行為，要求他們過聖潔的生活，不可與弟

兄的妻子發生婚外性行為，各人要守著自己的身體。另外，當時信徒也有閒懶

不作工，只顧閒言閒語的問題，或者有信徒相信主即將回來，所以不願工作，

所以保羅勸勉他們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 

 

 既然我們知道主耶穌會再回來，我們要怎樣預備好自己？ 

 

 

屬靈原則：我們因為愛神和愛人，而選擇不作淫亂的事，去傷害神和傷害人的心，反

倒要追求像主聖潔。 

 

 

背誦經文：「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 4：3) 

 

 

 

B.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 

當時帖撒羅尼迦部分信徒看見親人離世，但主還未再來，以為他們沒有機會見

到主，失去永遠與主同活的生命，而失去盼望。保羅解釋信主巳死的人好像睡

了，當主再來的時候，已死的信徒會首先復活。所以仍然在生的信徒，應該為

他們高興而不是失望。而我們仍活著的會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屬靈原則：我們應該帶著信心，記念主，並昐望祂的再來。 

 

 

背誦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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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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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五章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11（如何預備主再來） 

保羅提醒信徒主再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何時，因為他回來的時候會像賊在夜間

到訪一樣所以信徒要警醒緊守、彼此勸慰、互相建立。信徒也不必怕受刑罰，因

為主已應許拯救及與我們同在。 

 

 

屬靈原則： 我們不要像不信的人，卻要警醒，作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 

 

 

 

B.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2–22（預備主再來，但仍照樣生活見證） 

信徒間要彼此和睦，發揮勸勉、鼓勵、扶助和忍耐的特性。個人則要遵從上帝的

話語，尋求主的旨意，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跟隨聖靈的帶領，要棄惡擇善。 

 

 

屬靈原則： 上帝呼召他的子民在等候基督再來的同時要過聖潔的生活。 

 

 

 

C.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28（主信實保守，使我們成聖） 

因著上帝的信實，他必保守信徒的全人（靈魂體）在主再來的時候得以成聖。 

 

 

背誦經文：「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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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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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保羅 

收信者：在帖撒羅尼迦的教會（眾信徒）。本書信可能在前書寫成的六個月之後，在

哥林多寫成。 

背 景：保羅寫這封信的目的，是鼓勵教會並針對他們對主再來的問題，予以一些額

外的回答及關注。 

 

 
 

 
信息重點： 

 有些人會迫害基督徒，但保羅鼓勵他們，即使在苦難中，也要在基督耶穌裡不斷

成長。 

 有些假師傅說主已經再來了。但保羅說，要等到一個自稱是上帝的大罪人出現之

後，主耶穌基督才會再來。 

 保羅請人為他禱告，也為廣傳耶穌的福音禱告。他又囑咐他們，要作工照顧自己、

行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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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一章 

 

 

保羅稱讚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在逼迫患難中仍舊存著忍耐和信心，甚至可以成為其他教

會的榜樣。保羅安慰他們，正正是仇敵逼迫教會，主耶穌必需回來拯救信徒，及審判

逼迫和不信主的人。信徒願意受苦是為了神的國，也表明他們相信基督必然再來審判

全地，神也會在信徒的見證上得著榮耀。 

 

保羅也為信徒祈禱希望他們能夠靠著聖靈的大能完成上帝所託付的工作。 

 

 
屬靈原則：當主基督再來的時候，祂會因著聖徒的受苦、忍耐、見證、而得著榮耀。

但聖徒在今生的每天生活見證也要榮耀神。 

 

 

背誦經文：「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

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帖後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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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二章 

 

 

A.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12 

當時帖撒羅尼迦教會可能有假先知或者冒名的信宣稱基督已經再次來到地上。保

羅指出其不可信，勸勉信徒要保持冷靜，持守真理，因為在主再來的日子以前別

有離道反教，敵擋神的事出現，敵基督也會被顯露，而主耶穌卻最終會廢掉敵基

督。 

 
 在日常生活中，你能否分辯什麼是真理嗎？ 

 

 你如何能夠認出那些是「不法的人」(帖後 2:8)？ 

 

 
 
B.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3–17 

保羅再次提醒信徒，他們信主的根基是上帝的揀選、聖靈的感動，及願意相信主

的拯救。 

 
 想一想我們在信仰生活上，如何及靠什麼才能夠站立得穩？ 

 
 
屬靈原則：上帝掌管人類歷史，祂有能力壓抑邪惡力量，直至祂一次過除去與祂作對

的惡魔，所以我們要相信上帝的信實。 

 

 

背誦經文：「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

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帖後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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