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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3:16-17）



保羅建立帖撒羅尼迦教會的經過
（使徒行傳17:1-10）

 17:1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坡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
在那裏有猶太人的會堂。

 17:2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
們辯論，

 17:3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裏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
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

 17:4他們中間有些人聽了勸，就附從保羅和西拉，並有許多虔敬
的希臘人，尊貴的婦女也不少。

 17:5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裏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類，搭夥成群，
聳動合城的人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百姓那裏。



 17:6找不著他們，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
裏，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

 17:7耶孫收留他們。這些人都違背該撒的命令，說另
有一個王耶穌。」

 17:8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就驚慌了；

 17:9於是取了耶孫和其餘之人的保狀，就釋放了他們。

 17:10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



帖撒羅尼迦：一個不太 “賢” 的教會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二人到了，
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
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所
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臘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
少。

 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傳神的道，也
就往那裏去，聳動攪擾眾人。



保羅第二次宣教之旅AD 51，帖撒羅尼迦第5站



帖撒羅尼迦是馬其頓（Macedonia）的首府



現代的帖
撒羅尼迦
是希臘第
二大城，
人口一百
多萬。



Metropolitan Church of Thessaloniki，帖撒羅尼迦都會
教堂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分段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內容，教義方面講的不多，
主要是生活方面，非常實用。全書共五章，可
分為二段：

1. 第一段：傳道人與弟兄姊妹（我們和你們），1-

3章

2. 第二段：信仰與生活，4-5章



第一段：傳道人與弟兄姊妹

 為你們感謝神，1:1-10

我們為你們感謝神，在禱告中紀念你們…

1. 因信心所做的工夫（事工方面），

2.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生活方面），

3. 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盼望就是以信心
等候神）。



 你們是蒙主揀選的，因為…

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

也在乎…

1. 權能

2. 聖靈，

3. 充足的信心

以上三者都是神的作為，促人接受福音，因此顯出他
們是神所揀選的。



 你們作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因為…

1. 主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揚出來，

2. 你們離棄偶像歸向神，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3.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

 傳福音，服事神，等候基督再臨，這三者
是真心信主者的記號。



為我們自己辯白，2:1-12

 不得不辨

當有人攻擊神的僕人的時候，神的僕人就不得不為自己辯白。

辯白的原因，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耀，而是為了信徒的益處。

當信徒的靈命尚且幼弱的時候，有人會趁虛而入，攻擊神的
僕人，並且誤導信徒。若此時又遇到了患難，在內憂外患的
雙重考驗之下，信徒很容易動搖。

神的僕人為了弟兄姊妹不被人所誤導，只得為自己辯白，以
求恢復信譽，使信徒接受他們的引導，走上正途，行事為人
對得起神。



 保羅為自己辯白：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出於詭
詐。

我們不是要討人的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也沒有藏
著貪心，這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無可指謫，有你們
作見證，也有神作見證。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
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
們進他國、得他榮耀的神。



我們想要再去看你們，2:13-3:13

 你們就是我們的喜樂（若是你們站立得住的話）
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我
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因為你
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

 我派提摩太去看你們（因為我很掛念你們）
我們既不能再忍，就…打發提摩太前去，堅固你們，並
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要曉得你們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叫我們的勞苦歸於徒
然。



 提摩太帶回來好消息
提摩太剛才從你們那裏回來，將你們信心和愛心的好消息報
給我們…
1. 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因著你們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2. 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
3. 我們在神面前，因著你們甚是喜樂，為這一切喜樂，可用何等

的感謝為你們報答神呢？

保羅因為聽到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信心堅固，因此而（1）得
了安慰（2）就活了（3）甚是喜樂。

 一位真正神的僕人不在乎自己的榮辱，但卻很在乎弟兄
姊妹的信心。一旦知道弟兄姊妹信心堅固，會感到無比
的安慰和喜樂，並為自己能得到這樣的喜樂而感謝神。



 我想要再去看你們

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
不足。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
們那裏去。

 神的僕人出去，為的是要做主工。保羅想要再見帖
撒羅尼迦人的面，為的是要「補滿你們信心的不
足」，在真道上造就他們，使他們更加明白真理，
信心更加堅固。



信仰與生活，4-5章

 遵守使徒的教訓

 使徒的教訓既然是從神來的，他們就吩咐信徒
遵守，毫不客氣，因為信徒若照著去行，就是
討神的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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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身體的聖潔

當時的社會人慾氾濫，同性戀猖狂，如同今日的社會。
這些人信主不久，又天天受到社會風氣的沖擊，所以保
羅特別提醒他們要保持身體的聖潔。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
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
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不要一個人在這些事上
越分，欺負他的弟兄。



 要安靜作工

 當時的教會中有些人不作工養活自己，反而向教會
要補助，並且還到處說閒話。保羅叫這些人「安靜
作工」，在外邦人面前有好的見證。

又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正如我們
從前所吩咐你們的，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
也就沒有甚麼缺乏了。



 有關信徒被提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特點之一，就是對末日的教導，
講到有關基督再來和死人復活的事。聖經中惟一講到
「信徒被提Rapture」是在這一段經文，當主再來的時
候，那些還活著的信徒將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
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
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



 基督何時再來？答案是「不知道」，因為那日子，
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

那麼，基督徒如何面對基督再來這個事實（是事實，因為主
必再來）？保羅說，就像平時一樣，過好你的基督徒生活。
因為我們是光明之子，所以不要睡覺（像不信主的人那樣過
日子），要儆醒謹守（過好基督徒的生活），像素常（平時）
所行的彼此勸慰，互相建立。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
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
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敬重神的僕人

 基督徒要敬重神的僕人，並因他們所作的工而格外尊
重他們，這是神所喜悅的事。另外，因為牽涉到教導
和治理的事都會引起反彈，所以要特別注意到彼此之
間的和睦。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
裏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
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與基督徒生活有關的幾件事：
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反應

1. 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2. 勉勵灰心的人，

3. 扶助軟弱的人，

4. 也要向眾人忍耐。

遵行神的旨意
1. 要常常喜樂，

2. 不住的禱告，

3.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聽到神的信息應當如何反應

聽到神的信息不可硬著心消滅聖靈的感動，反而要因此
而察驗自己，好的要保持下去，不好的要停止不做。

1.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2.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3. 但要凡事察驗

a. 善美的要持守，

b.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身、心、靈蒙神保守
神的僕人為信徒祝福，求神保守他們的身、心、靈：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
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常為神的僕人禱告

保羅常常請求弟兄姊妹為他禱告，因為做主工是屬靈的爭戰，
需要眾人的代禱，信徒也當在禱告上與神的僕人同工。

請弟兄們為我們禱告。



我們是為了你們

 讀 2:1-12。請找出這段經文中的「是」（正面的
陳述）與「不是」（負面的陳述）



是 + 不是 -

我們進到你們那裏不是徒然的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污穢、詭詐

我們不是要討人喜歡

我們沒有用過諂媚的話

我們沒有藏著貪心

我們沒有向你們或別人求榮耀

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還是靠我們的主放開膽量，在大爭戰中將
福音傳給你們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
己的孩子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
無可指謫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將福音給你們，
連自己的性命…因為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
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

這是你們知道的，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我們是為了你們

 保羅為何說了這許多的「是」與「不是」？他是
在為自己分辯嗎？

 保羅曾說「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羅12:19），可是在這裡他卻極力為自己分辯。
保羅是違反了自己的教導嗎？

 你若因為事奉主而被人誤會，甚至被人攻擊，你
應該「不要伸冤，聽憑主怒」，還是應該極力分
辨？處理這類問題的原則是甚麼？



神的道

 讀2:13。保羅是人，他向帖撒羅尼迦人傳道，
卻說自己所傳的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帖
撒羅尼迦人也認為自己所領受的是神的道。

傳神的道（而不是傳人的道）很重要嗎？

如何才能確定是神的道？

一間教會（團契）必須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在其中
傳神的道和領受神的道？



猶太人

 讀2:14-16。保羅自己是猶太人，卻說了許多猶
太人的壞話。

保羅曾說那些「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是不認識神
的人（羅1:30），可是他自己卻在背後說猶太人的
壞話。保羅這樣做是否不道德？

基督徒在甚麼情況之下不可以背後說人？甚麼情況
之下可以？



你們是我們的榮耀與喜樂

 讀2:17-20。以何為榮？以何為樂？保羅說出了
自己的心聲：

保羅以何為榮？以何為樂？你能夠認同他嗎？

你認為，一位傳道人的盼望、榮耀、喜樂，與一般
會眾的盼望、榮耀、喜樂有何差距？如何才能使傳
道人與會眾一致？

這對你個人有何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