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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基督徒正处在患难之中

•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帖前2：14b）

•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帖后
1：4b）

• 保罗实在不能再忍，赶紧打发提摩太前去

–坚固劝慰帖撒罗尼迦基督徒

–免得他们中间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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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那诱惑人的呢？

• 保罗在第九节明说：那诱惑人的就是撒旦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帖后2:9）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
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
善恶。（创3：4-5）

–在旷野，撒旦三次用诱惑试探主耶稣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
惑普天下的。（启示录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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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受患难的时
候诱惑他们（1）

• 因为撒旦极其聪明，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什
么情况下，基督徒会软弱

• 按照天性，没有人喜欢受患难。人在受患难的
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如何尽快摆脱患难。基
督徒也不例外。

• 对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再一
次降临，就意味着患难的结束。所以他们一定
是十分期盼耶稣基督早日再来。



• 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因为苦难深重

–不仅急切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

–而且很想知道耶稣基督到底哪一天会再来

• 撒旦了解他们的心情，知道这是诱惑他们的
最好时机。他就差派他的差役，用不同的方
式对他们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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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受患难的时
候诱惑他们（2）



• 保罗因着圣灵的感动，警觉到撒旦的计谋，就写了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 目的就是教导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应该如何在末世迎
接主的再来

• 我们现在处在末世，患难一定会越来越多。圣灵与
邪灵的争战，也会越来越激烈。有形教会里面，已
经有许多的人起来说预言行奇事。其中那些来自圣
灵，那些来自邪灵，一时真假难辨

• 同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一样，现在的基督徒也面临如
何迎接主再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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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借着写信教导帖撒罗尼迦基督徒



• 1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
到他那里聚集，2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
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
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3人不拘用什么法
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帖后2：1~3）

• 保罗教导基督徒
–不论他用什么方式，不管他是灵还是人

–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总不要被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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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关于主的日子（1）



• 保罗清楚知道并坚信：“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的说法一定是谎言

• 因为保罗，彼得都不知道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帖前5：2，彼后3：10）

• 连主耶稣在世时也不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
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太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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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关于主的日子（2）



•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
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帖
后2:3b）

• 保罗在这里提到两方面的末世征兆：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9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关于末世的征兆



• 这个大罪人到底是谁？这是一个极容易引发
我们好奇心的问题。有下面的推测：

–“小角”，“行毁坏可憎的”（但7:8；11：
31）；说夸大亵渎话的“兽”（启13：1-8）

• 基督徒如果不控制好自己的好奇心，不仅会
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会带来没有休止的
争论，与灵命增长无益反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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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末世的征兆：大罪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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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罪人到底是谁？

–第一，圣经在这里没有明说，但以理书没有，启示录
也没有，所以是属于神的隐秘的事

–第二，我不知道，也不想去探讨，请大家也别轻易相
信任何推测的人，因为人可能会错

–第三，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搞清楚那个大罪人到底是谁

• 那你可能会问：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如何
识别他呢？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末世的征兆：大罪人（2）



• 如何识别大罪人？
• 靠主耶稣的教导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太7：17）

• 看大罪人的坏果子（帖后2：4，9-10）
–抵挡主耶稣；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受
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
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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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末世的征兆：识别大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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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末世的征兆：大罪人显露了吗？

• 大罪人还没有显露，因为还没有人结出来大
罪人的坏果子

• 大罪人为什么还没有显露出来？（帖后2：5-8）

–尽管大罪人要来的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但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之后，大罪人才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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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末世的征兆：离道反教的事

• 经文没有说明离道反教的事，到底是什么。但其他圣
经书卷的真理可以来帮助我们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
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
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太24：9-10）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
迷惑许多人。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太24：
5，11）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
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太24：24）



• 圣灵借着保罗赐下的教导就是
–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总不要被诱惑

• 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是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太24：4）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
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太24：23）

–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
来到。（太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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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面对末世的征兆？



• 谨慎分辨诸灵，免受邪灵诱惑

–亲爱的弟兄阿，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
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一4：1）

–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林后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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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谨慎，警醒，免受诱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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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分辨假使徒，假先知，免受恶人诱惑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林后11：13）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
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太7：15-16）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
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
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林后11：4）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谨慎，警醒，免受诱惑（2）



• 注意分辨异能奇事的来源，免受诱惑
–来自圣灵，是为了传扬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失
丧的灵魂，建造教会的圣徒，荣耀主耶稣，也荣耀天父
（使徒行传的神迹）

–来自邪灵，是为了假冒圣灵，诱惑人，带领人偏离主耶
稣的福音，使人沉沦进地狱（网络上的许多奇迹异能）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
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帖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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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谨慎，警醒，免受诱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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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在教会中有那些恩赐

–8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
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9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

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10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

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
一人能翻方言。（林前12：8-10）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追求属灵恩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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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在教会中赐下恩赐的目的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
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
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
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4：12-14）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追求属灵恩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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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在教会中赐下恩赐的次序

–28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

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
的。说方言的。（林前12：28）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追求属灵恩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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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要追求什么样的恩赐？
–1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
的，是作先知讲道。（林前12：1）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
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林前12：12-13）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
句方言。（林前12：18-19）

–31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
示你们。（林前12：18-19）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追求属灵恩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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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如何获得属灵的恩赐？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林前12：11）

–所以恩赐是要向神求的，绝不是可以跟人学来的。弟兄姊妹们，
千万别上人的当，去跟人学什么方言，以免受诱惑。

–我奉劝那些教人说方言的人，请你不要再做得罪神，诱惑人，
并最终伤害自己的事情了。圣灵在什么时候给你权柄和能力，
让你可以赐给别人说方言的能力？你的方言到底从哪里来？

–有两种亵渎圣灵的罪：一种是将圣灵的工作，说成是邪灵的工
作，就像法利赛人污蔑耶稣赶鬼；另一种是把邪灵的工作说成
是圣灵做的，学来的方言，如果不是假装的，就有很大的可能
属于这一类。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追求属灵恩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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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获得属灵的恩赐？

–要感恩并竭力用神给的恩赐多多造就教会

–要更加警醒，更加谦卑，以免灵里骄傲，不
仅没有益处，反而遭受亏损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
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
受的呢？（林前4：7）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追求属灵恩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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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获得属灵的恩赐？（续）
–基督徒能说方言，能行异能，并不代表生命有多属灵。
处理不好，反会引进许多的败坏

–在圣经里提到的教会里，哥林多教会是说方言最多的教
会，但是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非常不属灵的教会
•保罗只能把他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吃奶婴孩的
•教会有淫乱的事，那些自以为属灵的人却毫无感觉
•弟兄与弟兄告状，有欺压亏负弟兄的事
•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有分门别类，分门结党
•主餐喝醉，有人吃饱，有人饥饿，没有爱的见证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如何追求属灵恩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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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末后的世代，撒旦要用一切的方法欺骗你们，诱惑你们，让
你们不要相信福音的真理

• 撒旦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和他一起下地狱。他真的是邪恶的，他一
心要害你们。所以耶稣和使徒称撒但为“那恶者”

•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
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
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
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
人，都被定罪。（帖后2：9）

• 神爱你们，把可以让人得救的福音赐给你们。你们千万不要中了
撒旦的诡计而沉沦。反而要领受爱真理的心，使自己得救。

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 对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朋友说几句话



• 基督徒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不要相信任何主耶稣已经来临或者会在哪天降临的谎言，不
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总不要被诱惑

–谨慎分辨诸灵，假使徒，假先知，以免受迷惑

–正确追求，对待，并使用属灵恩赐，造就教会

•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何迎接主的再来
–拒绝撒旦没有神没有地狱的迷惑

–接受福音的真理，信靠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逃离
地狱里永远的刑罚，进入天堂，与神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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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