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12

警醒謹守-愛真理的心
Being Watchful – Love for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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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
也不要驚慌。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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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抬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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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I Thes.帖後 2:1-12 【和合本】



5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麼。
6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
是叫他到了的時候、纔可以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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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II Thes.帖後 2:1-12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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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II Thes.帖後 2:1-12 【和合本】



v. 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
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馬太福音 24 章



馬太福音 24 章

vv. 6-13  6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7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8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9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10那時、

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
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12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
纔漸漸冷淡了。13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馬太福音 24 章

v. 36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惟獨父知道。

v. 39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馬太福音 24 章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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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4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v. 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v. 11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馬太福音 24 章

v. 42 
所以你們要儆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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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真理的心
The Love of Truth

約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提後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真理是什麼?
What is Truth?



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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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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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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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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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3:19-21

I. 接受真理 Accepting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32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33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
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

3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約翰福音 8:31-34

II. 行在真理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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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 8:3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羅馬書 8:1-2  
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2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
、

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1) 從罪中得到釋放 From Sin

自由是一個釋放 Deliverance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希伯來書 2:14, 15 
14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
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15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2) 從懼怕死亡中得到釋放 From the Fear of Death

自由是一個釋放 Deliverance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彼前 2:16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
或作陰毒〕總要作神的僕人。

1) 有自由去愛神 --事奉神 To Serve God

自由是一個選擇 A Deliberate Choice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2) 有自由去愛人 -彼此服侍 To Serve Others

加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自由是一個選擇 A Deliberate Choice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1) 從罪中得到釋放 From Sin

自由是一個釋放 A Deliverance

2) 從懼怕死亡中得到釋放From Fear of Death

自由是一個選擇 A Deliberate Choice

1) 有自由去愛神 --事奉神 To Serve God

2) 有自由去愛人 --彼此服侍To Serve Others



1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2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
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
地方去。… 5多馬對他說、主阿、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翰福音 14:1-6 

III. 跟隨真理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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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haps, after all, the greatest prophetic 

problem facing us is one of readiness 

rather than one of knowledge. 

We may not always be sure we have every 

detail right, but we need never be uncertain 

about our moral and spiritual preparation 

for the great day of our Lord’s coming. 

A.W. Tozer, This World – Playground or Battleground?



也許，最終關乎末世論的預言，
最大的挑戰不在知識方面，
而在道德與靈性層面。
當前最重要的，
並非如何正確無誤地解讀每個細節，
而是作好準備，迎見主再來的大日子。

陶恕《這世界 - 戰場抑或遊樂場? 》
中修譯自《轉戰時刻》



愛真理的心
What is the Love of the Truth?

III. 跟隨真理
Following

II. 行在真理
Walking

I. 接受真理
Accep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