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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日子（2）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1-21 

 

=> 主的日子從教會災前被提開始，到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新天新地進入永恆；上帝的日子，新

天新地，永恆的日子。 

以賽亞書 Isaiah 65:17-25，17節先提到新天新地，後面才開始描述千禧年國的情境，這是書寫

的手法，不是指新天新地在千禧年前，更不是同時發生的事。教會被提，信徒空中與主相會，

接受作工的評審，地上有七年大災難，然後有千禧年國，一千年結束後，所有不信主死了的

人都要復活接受白色大寶座的審判，然後有新天新地，進入永恆。 

同樣地，在彼得後書 3:10-13，也是一樣沒有按照順序來描述，主的日子，開始和結束（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Day of the Lord are mentioned in the same passage）在同一段經文裏面，有時因為

寫法看起來好像是前後順序對調了。 

→ 以賽亞書 Isaiah 65:17-25「17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18你們當因

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19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

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20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

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21他們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栽種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22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吃；因為我民的日

子必像樹木的日子；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享用。23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

害，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24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

候，我就垂聽。25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遍處，

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 彼得後書 2 Peter 3:10-1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

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11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

敬虔，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13但我們

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 主再來的那一刻，那一時間點也可說是主的日子來到。主要在地上設立寶座進入千禧年。 

 使徒行傳 Acts 1:9-11「9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

見他了。10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11加利利人

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我們比以前的人們更要接近主第二次降臨的日子，更要多多傳福音，更多作主工。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時間很短，傳基督的福音，他更教導主再來的真理與主的日子，主的審判

而且安慰他們主會保守，救他們脫離，主的日子，上帝的震怒。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1:9-10「9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裡，你們是

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10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裡復活的─那

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 

→ 帖前第四章教導教會被提，然後接下來告訴信徒們有那些事會發生，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們）

絕不能逃脫上帝的震怒。 

→ 但信徒們，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9「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

主耶穌基督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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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傳福音，他一定要讓聽的人明白即將要臨到的上帝的審判，這審判有永恆的結局，有永

恆的懲罰。 

→ 福音，接受福音，人就逃離，脫離，不會受到永恆的懲罰，得以脫離上帝的震怒。 

→ 主的日子聖經中提到很多的事件，那都是豫兆。 

 在使徒行傳 24章保羅被關在監牢，當時的巡撫腓力斯審問保羅。 

→ 腓力斯（Marcus Antonias Felix）52-58 A.D. 他的妻子土西拉（Drusilla），她本來與其它人結婚

的，但腓力斯勾引了她，娶她為妻，她才 16 歲，她是希律（Herod Agrippa the First）最年輕的

女兒，他們生了一個兒子死於龐貝，維蘇威火山爆發的災難，A.D. 78。 

土西拉，腓力斯也耳聞一些基督徒的事情，有些好奇，也想從保羅聽到更多關於彌賽亞，耶

穌基督的事。保羅就向他們談道。 

→ 談道的內容，使徒行傳 Acts 24:10-23「10巡撫點頭叫保羅說話。他就說：我知道你在這國裡斷事多

年，所以我樂意為自己分訴。11你查問就可以知道，從我上耶路撒冷禮拜到今日不過有十二天。12他

們並沒有看見我在殿裡，或是在會堂裡，或是在城裡，和人辯論，聳動眾人。13他們現在所告我的事

並不能對你證實了。14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事奉我祖

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15並且靠著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

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16我因此自己勉勵，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17過了幾年，我帶著

賙濟本國的捐項和供獻的物上去。18正獻的時候，他們看見我在殿裡已經潔淨了，並沒有聚眾，也沒

有吵嚷，惟有幾個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19他們若有告我的事，就應當到你面前來告我。20即或不然，

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會前，有妄為的地方，他們自己也可以說明。21縱然有，也不過一句話，就是

我站在他們中間大聲說：我今日在你們面前受審，是為死人復活的道理。22腓力斯本是詳細曉得這道，

就支吾他們說：且等千夫長呂西亞下來，我要審斷你們的事。23於是吩咐百夫長看守保羅，並且寬待

他，也不攔阻他的親友來供給他。」 

彼此討論，重點就在使徒行傳 Acts 24:25-27「25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

恐懼，說：你暫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26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錢，所以屢次叫他來，和他

談論。27過了兩年，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討猶太人的喜歡，就留保羅在監裡。」保

羅講到上帝的公義，我們人本應該自我約束，但人犯罪，難逃罪惡的審判，保羅把上帝絕對

的標準講出來，上帝是聖潔公義的，人沒有能力為善達到上帝的標準，沒有辦法守住上帝的

律法，只好避開不面對，或是找藉口。 

→ 約翰福音 John 3:19-21「19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

就是在此。20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21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

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 腓力斯聽完甚是驚恐，因為平常欺壓善良，收受賄賂，不公不義。使徒行傳 Acts 24:25-26。 

 福音是好消息，絕不能避開不提罪惡的審判與結果，更要告知上帝預備好了救恩的方法。 

→ 帖撒羅尼迦教會信徒聽了福音，更知道將來的審判，他們也等候主第二次再來拯救他們脫離

上帝的震怒，有了福音接受了主就得拯救。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2:13-16「13為此，我們也不住的感謝神，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

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這道實在是神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14

弟兄們，你們曾效法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裡神的各教會；因為你們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們受了

猶太人的苦害一樣。15這猶太人殺了主耶穌和先知，又把我們趕出去。他們不得神的喜悅，且與眾人

為敵；16不許我們傳道給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神的忿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

了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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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2:19「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什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

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 

→ 保羅也一再提醒他們生活要聖潔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4:1-8「1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著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

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勵。2你們原

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什麼命令。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4 要你們各人曉

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5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6 不要一個人

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又切切囑咐

你們的。7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8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

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 

也告訴主的日子就是審判惡人的日子，但信徒們可免去上帝的震怒；保羅已教過他們多次，

不用再重複寫信提醒了，5:1「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 

 主的日子在舊約也代表即將到的短期的審判，北方以色列被亞述王國擄掠 722 B.C.，南方猶

大被巴比倫擄掠 586 B.C.都有先知預言警告，因為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上帝要藉外邦人的

手懲治他們。那些都是預告片（Preview），告知最後終結的主的日子，在未來尚未到來的，

主自己要親自降臨審判萬邦萬民，所有的罪人，全世界的人都要伏在主的面前，世界要被摧

毀（毀滅），主要重造新天新地。 

→ 主的日子是一件大事，有很多事件，時間，包含很多部分，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1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時候，日期”"But of the times and the seasons." 

同義字，時候 times，指時間的順序，denotes chronological extension or "periods of time"或一段時

間；日期 seasons 指的是特定時間點及所發生的事件，"denotes" specific points" in time when 

designated events occur. 

保羅說不用再寫信給他們告知他們這些事因為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2「因為你們自

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他們早已清楚明白這些事，保羅在的時候

有教他們。 

 耶穌有教過這些事情馬太福音Matthews24，路加福音 Luke 17；啟示錄更有詳細的說明。 

主的日子，上帝的震怒，是可怕，悲慘的日子。 

但保羅告訴信徒們，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4:13-18「13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

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

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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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16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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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災

前被提，我們那時都不在了，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4-5「4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5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

暗的。」；因此我們可以彼此鼓勵，安慰，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9-11「9因為神不是預

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10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

他同活。11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 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呢？有什麼豫兆呢？上週講義有，總之我們要儆醒，約翰壹書 1 John 3:3-4

「3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4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 

→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Thessalonians 2:1-2「1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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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或作：就）到了，不要輕易動

心，也不要驚慌。」"By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by our gathering together unto him." 

→ 有那些豫兆呢？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2:3-12「3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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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是抵擋主，高擡自己，超過

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5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

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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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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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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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

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11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a) 離道反教的事 "apostasia" departure falling away；有人解釋 departure 是教會被提，也有人

解釋為 departure from the faith 

b) 敵基督者 Anti Christ 出現 

→ 其他的現象徵兆在約珥書 Joel 2:31「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

子未到以前。」馬太福音Matthews 24:39「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啟示錄等都有記載 

 為何在大災難中人們仍不知尋求上帝 

“他們”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3，指的是不信主的人；因為有假先知，告訴錯誤的

訊息，平安哪！沒事....如同舊約中假先知的信息，使百姓不聽先知們的警告，無視於上帝的

存在。 

耶利米書 Jeremiah 6:1「便雅憫人哪，你們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亞吹角，在伯‧哈基琳立號旗；

因為有災禍與大毀滅從北方張望。」 

耶利米書 Jeremiah 6:8「耶路撒冷啊，你當受教，免得我心與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涼，成為無人居

住之地。」 

他們反而把先知丟下坑中 

→ 耶利米書 Jeremiah 5:30-31「30國中有可驚駭、可憎惡的事：31就是先知說假預言，祭司藉他們把持權

柄；我的百姓也喜愛這些事，到了結局你們怎樣行呢？」 

→ 耶利米書 Jeremiah 6:13-14「13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貪婪，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
14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 耶利米書 Jeremiah 8:10-11「10所以我必將他們的妻子給別人，將他們的田地給別人為業；因為他們

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貪婪，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11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

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 耶利米書 Jeremiah 14:13-14「13我就說：唉！主耶和華啊，那些先知常對他們說：你們必不看見刀劍，

也不遭遇饑荒；耶和華要在這地方賜你們長久的平安。14耶和華對我說：那些先知託我的名說假預言，

我並沒有打發他們，沒有吩咐他們，也沒有對他們說話；他們向你們預言的，乃是虛假的異象和占

卜，並虛無的事，以及本心的詭詐。」 

假先知說他們要聽的訊息，傳遞了錯誤假的信息。 

→ 耶利米哀歌 Lamentations 2:14「你的先知為你見虛假和愚昧的異象，並沒有顯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擄

的歸回；卻為你見虛假的默示和使你被趕出本境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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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Micah 3:5-7「5論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們牙齒有所嚼的，他們就呼喊說：平安了！凡不

供給他們吃的，他們就預備攻擊他（預備攻擊他：或譯說必遭遇刀兵）─耶和華如此說：6你們必遭遇黑夜，

以致不見異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頭必向你們沉落，白晝變為黑暗。7 先見必抱愧，

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摀著嘴唇，因為神不應允他們。」 

→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3指的是那些假先知 

馬太福音Matthews 24:11「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馬太福音Matthews 24:24「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

就迷惑了。」 

假先知們總有一套說詞 

以西結書 Ezekiel 13:9-11「9我的手必攻擊那見虛假異象、用謊詐占卜的先知，他們必不列在我百姓

的會中，不錄在以色列家的冊上，也不進入以色列地；你們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10因為他們誘惑我

的百姓，說：平安！其實沒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牆壁，他們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11所以你要對那

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說：牆要倒塌，必有暴雨漫過。大冰雹啊，你們要降下，狂風也要吹裂這牆。」 

→ 當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4:13-18，教會被提的時刻，地上的事會發生一些重大的改變。 

→ 主的日子有一些事情會發生 

以賽亞書 Isaiah 13:6-14「6你們要哀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

到。7 所以，人手都必軟弱；人心都必消化。8 他們必驚惶悲痛；愁苦必將他們抓住。他們疼痛，好

像產難的婦人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9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忿恨、烈怒，使這

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10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11我必

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息，制伏強暴人的狂傲。12我必使人比精金還

少，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13我─萬軍之耶和華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動，使地搖撼，離

其本位。14人必像被追趕的鹿，像無人收聚的羊，各歸回本族，各逃到本土。」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4:1-9「1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2因為我必

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

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3 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4 那日，他的腳

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

挪移，一半向南挪移。5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

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6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

必退縮。7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8 那日，必有

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9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

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4:12-14「12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必是這樣：他們兩

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爛。13那日，耶和華必使他們大大擾亂。他們

各人彼此揪住，舉手攻擊。14猶大也必在耶路撒冷爭戰。那時四圍各國的財物，就是許多金銀衣服，

必被收聚。」 

→ 馬太福音Matthews 24:8這些都是災難的起頭，痛苦的日子，如同難產的產婦所經歷的痛苦。 

※ 阿摩司書 Amos 4:12「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這樣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