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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傳揚福音．成全聖徒．建立教會．候主再臨
今年主題：長成基督的身量
本週讀經進度：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二章

主日講題：過教會生活的原則
經
文：羅馬書 12:1-2
詩
歌：偉大的神、我們歡迎君王降臨、領我到你寶血裡面
本週

下週

主日崇拜聚會講員

劉介磐弟兄

曾嘉逸弟兄

領會、配唱、司琴、司鼓

偉銘、淑玲、育誠、穆辴

FJ 敬拜團

插花、錄影、音控

慧娟、典辰、依玲

金菊、慶忠、瑀雯

分發週報、愛筵後清理

姊妹會

家庭第一小組

兒童主日學

忠益、光迪；建美、立箴

依玲、耕嬅；微惠、如玉

成人主日學/總招待/擘餅

宙祥/ 賜郎/ 宙祥

明淵/ 培修/ 宗沛

遞餅/遞杯

賜郎、瓊馨/ 淑芬、敏恩

明淵、偉俊/ 仁秀、依玲

報告事項
1. 【歡迎】第一次來參加聚會的新朋友和弟兄姊妹，我們在主裡竭誠歡迎；請簡短
自我介紹，讓我們認識您；邀請會後留下共享愛筵，加入教會愛的大家庭。
2. 主日愛筵後 1:15-3:30，為介磐弟兄授課的門訓課程，第九次上課，請預備心參加!
3. 感謝主!淑玲姊妹將從 11/1 接任教會新的司庫同工，願主賜福願作的心，相關請
款時段盡量在主日愛筵後收完奉獻時。
4. 兒主將於 11/21-22 在國姓的黃金森林舉辦露營野外禮拜，願主看顧帶領，估計有
15 個家庭參加，報名繳費請洽瑞娟姊妹，細節請參考 DM。
5. 教會將於明年復活節 4/4 舉辦獻堂 25 週年紀念，邀請各位弟兄姊妹寫下在教會生
活中的見證，可以附帶照片，字數 500-1000 字，1/31 日截止，細節洽胤霖弟兄。

代禱事項
1. 建美姊妹 10/16 已在榮總開刀房用子宮鏡切除出血的肌瘤，一切順利，請為後續
復原平安代禱！

2. 為教會感恩節各小組的福音聚會及聖誕節四場福音聚會的籌備、邀請、場地佈置、、
等，願主祝福帶領能將福音廣傳!
3. 為教會明年度講台安排、陪訓課程、成人主日學、特別聚會、同工搭配、、等，
求主一步一步顯明祂的心意，幫助我們能【同心合意、愛神愛人】!

【教會上週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310 元 /十一奉獻 37,200 元 / 感恩奉獻 5,300 元

合計 42,810 元

兒童主日學 暨 學青團契
1. 為國三、高三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賜下智慧，使他們能有安靜的心預備考試。
國三有典辰、學修、如玉；高三有穆可、敏恩、柏達、怡樺、喆凱。
2. 為團契需要願意委身投入的弟兄輔導禱告。

長青講題：分組查經
經
文：帖後 1 章
詩
歌：天天讚美主、我要頌揚、耶穌愛我,我知影
本週(10/22)

下週(10/29)

週四長青崇拜聚會講員

分組查經：帖後 1 章

分組查經：帖後 2 章

領會/查經

秀足/萌萌.曜同.佳蓉

佳蓉/金菊.慧雯.官全

愛筵服事

朱蔭、翠雪、慧娟

崇英、金玲、穩吉

長青團契 暨 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1. 11/5 長青聚會後半段將改由中科聚會處長青團契 短宣團來分享感人的見證及動
聽的獻詩，歡迎邀請慕道的好朋友一同過來。
2. 協會將於 11/8(週日) 中午舉行年會(理、監事補選)，請協會會員繳交 500 元年費
給瑞娟姊妹。
3. 11/19-20(週四、五)長青野外禮拜高雄 愛河&多納 之旅，當日早上 7:30 出發，細
節請參考 DM，報名、繳費洽瑞娟姊妹。

眾教會 暨 台灣基督徒聚會處差傳協會(TCAM)
1. 南台中教會：將從五月起推動五十萬元「教會後方開門計畫福音磚認獻」願主成全。
2. 中科教會：求聖靈感動更多主工人透過訓練中心被建造，帶領年輕一代起來承接教
會植堂異象，為神收割莊稼。
3. 虎尾教會：求主賜予能流利說英語的同工，協助虎科大外籍生事工；願藉探望關懷，
久未聚會的肢體能回來神的家。修繕專案的行政作業程序順利完成。
4. 差傳協會的門訓中心 CTIT 秋季 班課程表(選課單放在招待桌上) ，海報張貼於走
廊，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也可單選不同的課程，細節請洽胤霖弟兄。

本週金句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
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過教會生活的原則

經節：羅馬書 12:1-2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
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綱要：
一、勸聖徒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以達更新變化
二、看自己，要看的合乎中道，每個肢體各有用處
三、在基督裏成為一身，要按所得的恩賜彼此忠心服事
四、要培養愛人、殷勤、忠誠、同情、良善、謙卑、寬大的種種美德
五、不要自己伸冤，也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靠主勝過人、事、物、環境)
六、結論
帖撒羅尼迦後書
壹、帖撒羅尼迦後書簡介
一、帖撒羅尼迦後書緒論
1、帖撒羅尼迦後書也是使徒保羅所寫的教會書信之一，是他在寫了前書之後不久，
大約 3 至 6 個月之內寫的，後書大約寫於主後 52 年的後半年，後書已經不是在雅典
的時候寫的，而是他們到了哥林多寫的。
2、保羅在雅典寫了前書，派人送到庇哩亞交給西拉和提摩太看過後，可能就由提摩
太帶了前書，去帖撒羅尼迦看望那裏的信徒，並將前書唸給聖徒聽，向他們講解更加
明白後，將書信交給他們，相信當初這封前書，對帖撒羅尼迦的聖徒帶給他們極大的
安慰與鼓舞，提摩太也在他們中間住了些日子，在神的話語上服事他們。
3、可能就在那段時間或稍早，有人冒著使徒的名，在帖撒羅尼迦傳講主耶穌再來的
信息，他們聽了很覺奇怪，就趁提摩太在的時候問問他，提摩太聽了，也甚覺不安，
雖然他不能立即很清楚，有把握的答覆他們，但他答應把這個問題，帶給使徒保羅和
西拉，他們會仔細研究之後，給他們一個清楚的答覆，不久之後，提摩太收到保羅的
來信，知道保羅與西拉已經往哥林多去了，並且要提摩太也趕緊去哥林多與他們會合，
他們在那裏將要開始新的事工，提摩太隨即整裝往哥林多去。
二、寫帖撒羅尼迦書的背景
1、提摩太從帖撒羅尼迦到了哥林多，一面與保羅和西拉開始在哥林多傳福音的事工，一面把帖撒羅尼
迦的聖徒情形告訴使徒，同時他也把有人在馬其頓一帶，傳講基督就快要來了的事，也告訴保羅與西
拉，他們幾人就在主面前尋求。
2、他們回想從前在耶路撒冷和安提阿，與使徒們配搭同工時，使徒們對這事的看法如何；一面又查考
福音書中，主耶穌自己的教訓怎樣說。
（參閱馬太 24 章）他們就發現主耶穌的教訓，從來都是教導門
徒要儆醒，不要隨便聽信人傳講祂就要來的信息，祂明說將來有許多假先知、假教師、假使徒會冒他
的名來，說「基督來了」
、「基督在這裏」、
「基督在那裏」的話，主耶穌要門徒都不要信這些人的話，
即使他們能夠顯出許多神蹟奇事來，都不要信他們，不要聽從他們。
3、因為主何時來，沒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父也不告訴任何人，祂再來的時候，像賊一樣，無人可

預測，而且他來的時候，速度極快像空中的閃電一樣，從天這邊一閃就到天那邊，立時臨到全地，沒
有人來得及反應。所以，聖徒在平時就要儆醒﹙靈裡保持與神關係親密﹚的生活，預備﹙魂裡經常被
主的話更新﹚自己，不管是白天或晚上主再來，總是可以坦然見主的，這是主耶穌教訓的意義。
4、使徒明乎此，遂聯名寫了一封書信，派人送去帖撒羅尼迦的教會，此書信後來列為「帖撒羅尼迦後
書」
，約成書於主後 52 年。

貳、帖撒羅尼迦後書的主旨
1、帖後的主旨乃是：「聖徒應清楚分辨，並預備主的再來」
。
2、是教導聖徒要憑信心，經常儆醒﹙靈裡保持與神關係親密﹚活在神面前，作聖潔榮耀的兒女；卻不
要輕信那些傳說主即將再來的人，他們往往都是敵基督的差役，迷惑那些不義，不領受愛真理的人。
3、勸聖徒都要按規矩而行，勤於作工行善，受主的引導，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4、從下列的經節，可知書中的主旨：
﹙1﹚
、
「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
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不認識

神、和那不聽從我

主耶穌福音的人。」
（帖後 1：6～8）
﹙2﹚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

神看你們配得過所

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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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

﹙3﹚
、
「弟兄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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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後 2：1～2）
﹙4﹚
、「但願我
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

神、安慰你們的心、

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帖後 2：16～17）
﹙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

神並

學基督的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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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遠離他。」
（帖 3：5～6）
﹙6﹚
、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人、要安靜作工、
喫自己的飯。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
（帖後 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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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第二章 不要輕信惡者錯謬的講論
一、不要輕信論到主再來的錯謬教訓(2：1~4)
1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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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
二、使徒曾論到那些不法者的隱意與結局(2：5~12)
5 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6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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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