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權限 Attribution

本教會網站所提供的教育事工內容主要是主日學，主日講道，特
別聚會，和查經材料，包括講義和音像。歡迎本會弟兄姐妹及各
地基督徒免費使用。使用時請提及出處（本教會及其作者）。
教會網站上讀經班教材乃根據王文堂牧師的原著編修。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www.cbcwla.org

新、舊約讀經班講義原著：王文堂牧師
www.biblereadingclass.com

http://www.cbcwla.org/
http://www.biblereadingclass.com/


II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比較
帖撒羅尼迦前書特點:

每一章結束時都提到耶穌的再來
(1:10; 2:19;   3:13; 4:16-17; 5:23)。

全書沒有引用舊約

帖撒羅尼迦後書特點:

保羅致教會九書信中最短的一封

全書沒有引用舊末世論有關「大
罪人」的經文 (2:1-12)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比較
前後書的中心信息均是主的再來

前書講主的再來是聖徒的拯救，也
是在苦難中的盼望；

後書則論及主的再來是聖徒的榮耀
，又是世界的審判。

兩書都同樣著重聖徒對主的再來該有
的預備

前書勸勉聖徒要活出屬靈聖別的生
活，切望主的再來；

後書則勸聖徒冷靜，不因錯誤而驚

慌和懈怠，應該活出並配得過蒙召
的生活。

在前書，患難是重要的背景，所以重
在勸勉、安慰；

在後書，錯誤是重要的背景，所以重
在改正。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比較



有關主的日子和「大罪人」
Chapter II



有關主的日子和「大罪人」

不要輕易動心

無論有誰說主的日子到了，你們不
要輕輕易易地就動了心。

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
那裏聚集，我勸你們：無論

1. 有靈（如，邪靈所帶來的異象
或異夢）、

2. 有言語（如，假先知的話）、

3. 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
現在到了，

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有關主的日子和「大罪人」

主來之前，罪人會先顯露出來

「大罪 人」（The Lawlessness，不法之
人）也叫做「沉淪之子」，基督再來之
前他會先被顯露出來：

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
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
有一個攔阻的（我們不是很清楚那攔阻
不法之人的是誰），

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法的人
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
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有關主的日子和「大罪人」

大罪人的特徵

1. 自稱是神：他是抵
擋主，高抬自己，
起過一切稱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
裏，自稱是神。

2. 能行神蹟：這不法
的人來，是照撒但
的運動，行各樣的
異能、神蹟，和一
切虛假的奇事。

3. 欺騙人心：並且在

那沉淪的人身上行
各樣出於不義的詭
詐。



與基督徒生活有關的幾件事
Chapter III



與基督徒生活有關的幾件事，3: 1- 18

為神的僕人禱告

信徒有責任為神的僕人禱告，使他
們的工作有果效，並使他們脫離惡
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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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一樣。也 叫我們脫離無理之
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與基督徒生活有關的幾件事，3: 1- 18

執行教會紀律

教會是屬神的，神是聖潔的，教會
也是聖潔的。若有人違背規矩，不
聽勸告，就當行使教會紀律，遠離
這個人（革除會籍）。 教會紀律
的目的是要挽回弟兄，所以即使
一個人被革除了會籍，也不要把他
看做仇人，而是要勸他如弟兄。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
咐你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
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
離...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
，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
覺羞愧。但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
他如弟兄。



與基督徒生活有關的幾件事，3: 1- 18

信尾的祝福

祝福就是向神祈福，表示福是從神
而來，神要藉著他僕人的祈求使他
的百姓得福。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
們平安!

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
眾人同在!





提摩太前書
FIRST TIMOTHY



關於前書

作者：保羅
受書人：提摩太
寫作時間：約在主後64年左右
寫作地點：可能是在馬其頓



提摩太其人

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裏

有一個門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

猶太婦人的兒子，他父親卻是希臘人

。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稱讚他。

保羅要帶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猶

太人都知道他父親是希 臘人，就給他

行了割禮。《使徒行傳16:1-3》



保羅與以弗所

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

會的長老來。他們來了，保羅就說：「

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細亞的日子以來

，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服事主，

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

害，經歷試煉 . .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記

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

們各人。《使徒行傳20:17-18,31》





教牧書信

• 使徒保羅晚年的時候，他的弟子提摩太
在以弗所牧會，提多在革哩底牧會，二
人都遇到了困難。

• 那時教會初創，許多人帶著異教的色彩
信了耶穌，其中包括猶太教的律法主義
者，在教會裡引起了許多糾紛。

• 保羅寫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和提多
書，是要教導這二人如何處理問題和牧
養教會，因此這三卷書被稱為教牧書信
(pastoral epistles)。



蒙召與傳道

傳道人的資格

• 做一個傳道人，所需要的資格只有一個
，那就是神的呼召。年齡、種族、神學
教育、信主年資、已婚未婚都是次要的
事，主要的是神有沒有呼召他。傳道人
必須清楚神的呼召，一生走事奉神的道
路。

保羅的蒙召

•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
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1:1)

•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1: 12)



正道與異教

• 正道與異教是提摩太前書的主題。

• 正道（sound doctrines，1：10）

• 異教（false doctrines，1：3）

• 以弗所教會有「幾個人」（其中包括了許
米乃和亞力山大，1：3，20）

• 偏離了正道而去傳異教，

• 講一些「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
譜」（1:4），

• 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
立章程。（1:4）

• 對教會造成傷害，使教會內部產生了「嫉

妒、分爭、毀謗、妄 疑」(6：4)。

• 命令的總歸就是愛（the goal of our instruction 
is love，NASB）

• 清潔的心 （pure heart）

• 無虧的良心（a good conscience）

• 無偽的信心（a sincere faith）



福音的真理

• 教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傳福音。

• 福音就是「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1: 15)。

• 請注意這節經文中所蘊含的真理：若
是「傳福音」只傳一位偉大的神，卻
不傳耶穌基督，那就不是傳福音；若
是只傳「信耶穌有多好」，卻不傳「
人有罪」，那也不是傳福音。

• 凡是不傳「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人」而去傳別的，無論是「荒渺無憑
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還是繁榮興

盛、方言祈禱、醫病趕鬼，都是傳了
「異教」（原文：別樣的教導）。

• 一個人找教會的時候。不要看它合不合
我的心意，而要看它合不合神的心意。
首先要看的，不是設備好不好，人多不
多，而是看它是否傳純正的福音。



執行教會紀律

• 保羅說，他已經將許米乃和亞力山大
這兩個人「交給撒旦」，因為他們「
丟棄良心，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
般」(1:19-20)。

• 「交給撒旦」就是「趕出教會」的意
思（林前 5：13），也就是革除會籍
，是教會紀律中最嚴重的。教會紀律
有好幾種，有公開責備，有暫停聚會
，最嚴重的就是革除會籍。

• 教會是屬神的，有神的保護和祝福，
信徒脫離了教會就是脫離了神的保護

和祝福，因此會受到撒旦的攻擊，所
以保羅說「交給撒旦」。

• 提摩太前書講到兩種情況，一種是被
處罰而脫離教會，一種是自己脫離教
會：

• 交給撒旦（1:20）：因為受到教會
紀律而被革除會籍，脫離了教會。

• 隨從撒旦（5:15）：自己脫離教會
，不和弟兄姊妹來往。



有關崇拜的指示， ：

傳道人方面

• 禱告的對象：

• 要為「萬人」禱告，包括君王在內（即
使是尼祿王）。

• 福音的對象：

• 神願意「萬人」得救，耶穌捨命做「萬
人」的贖價。

• 事工的對象：

• 神願意萬人得救，教會應當有廣闊的胸
襟，除去種族和地域的觀念 （保羅做了
外邦人的使徒）。

弟兄方面

• 消極方面：

• 無忿怒，無爭論（以弗所教會因為有人
傳異教，引起紛爭不合。弟兄們應當持
守純正的教義，保守教會的合一， 避免
爭論）

• 積極方面：

• 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舉手是猶太
人禱告的姿勢），弟兄們應當在祈禱方
面有好的表現。



有關崇拜的指示， ：

姊妹方面

1. 服裝方面：只要穿正派的衣裳，不要以貴
重的首飾和衣裳為裝飾。

2. 行為方面：要有善行，這才和敬畏神的女
人相配。

3. 真理方面：要「沉靜學道」，謙卑地、默
默地學習真理。

4. 領導方面：不許講道，不許轄管男人（將

「傳 講真理」和「屬靈的領導權」兩件事
情讓給弟兄），因為：

• 創造的順序：

• 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夏娃幫
助亞當（所以由弟兄來做屬靈的領袖，
由姊妹來幫助他）。

• 受造的特性：

• 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男
人重理性，女人重感性，牽涉到真理的
事，男人比較不容易被引誘）。



教會中的職分

監督：監督，長老，牧師這三個名詞是可以
互換的

• 意願方面：若有人想得監督（牧師，長老
）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

• 資格方面:

• 無可指責：不是完美無缺，而是沒什麼
罪過可以挑剔他。

• 只做一個人的丈夫：一夫一妻，對妻子
信實，沒有婚外情。

• 有節制，自守，端正：能管得住自己，
有好的品行。

• 接待遠人：肯開放自己的家庭，慷慨好
客。

監督（牧師，長老）的資格

• 不因酒滋事：因為酗酒而惹事生非。

• 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監督必須是
一個和平之子，不好鬥使氣。

• 不貪財：貪財的人不能治理教會。

•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有順服的兒女：人若
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管理神的教會
呢？

• 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監督（牧師，長老）
：要先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行。

• 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



教會中的職分

執事：原意為「僕人」，是監督（牧師，長老
）的助手

• 資格方面：

• 必須端莊：輕浮、隨便的人不可做執事。

• 不一口兩舌：執事必須值得信任，說謊話
，說閒話的人不可以做執事。

• 不好喝酒：不是不喝酒，而是不好喝酒。

• 不貪不義之財：不愛錢，不去得不正當手
段的錢。

• 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有穩固
的真理的根基，不妥協真理。

• 先受試驗：不要急促，要讓他先經過時間
的考驗。

• 女執事：原文是「女人，妻子」，指執事

的妻子。執事的妻子也要端莊，不說讒言
，有節制，凡事忠心。若一個人符合執事
的條件，但是妻子卻不合條件，這人還是
不能做執事。

• 只做一個人的丈夫：同監督。

• 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同監督

• 獎賞方面：凡是好好做執事的人，

• 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地位）

• 在真道上大有膽量



教會是甚麼

教會是永生神的家

不只是神兒女的家，而是有又
真又活的神在其中。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會的功用是支持真理，高舉
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