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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前書



Thessaloniki

帖撒羅尼迦城





Church of Thessaloniki

帖撒羅尼迦教會



帖撒羅尼迦教會

•帖撒羅尼迦是馬其頓（Macedonia）

的首府

•保羅建立帖撒羅尼迦教會的經過

（使徒行傳17: 1-10）

•歐洲第二站，宣教第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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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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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前書



概要

• 作者：保羅

• 收信人：

• 帖撒羅尼迦教會

• 寫作時間&地點：

• 主後51年

• 保羅在哥林多傳道的初期寫的。

• 寫作原因&目的

• 鼓勵遭受患難與逼迫的當地信徒

• 表達他心中的喜樂和對神的感謝

• 對誹謗指控提出答辯

• 帖撒羅尼迦教會在末世論上出了
問題, 保羅針對基督的再來提出
解釋與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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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段：傳道人與弟兄姊妹（我們
和你們），1-3章

• 第二段：信仰與生活，4-5章



為教會感謝神

Chapte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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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們感謝神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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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人的自訴

Chapt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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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我們不是要討人的喜歡，乃是要討
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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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
義，無可指摘，有你們作見證，也

有神作見證。（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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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
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別人求榮耀、只
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
自己的孩子。（6-7）

• Nor did we seek glory from men, either 
from you or from others, even though as 
apostles of Christ we might have asserted 
our authority. But we proved to be gentle 
among you, as a nursing mother tenderly 
cares for her own children.（NASB）

• We were not looking for praise from men, 

not from you or anyone else. As apostles of 
Christ we could have been a burden to you,
but we were gentle among you, like a 

mother caring for her little children. （NIV
）

• Nor of men sought we glory, neither of you, 
nor yet of others, when we might have been 
burdensome, as the apostles of Christ.But 
we were gentle among you, even as a nurse 
cherisheth her children:



期待再訪

Chapter II－III 



對福音的回應 2:13-16

為此，保羅不住的感謝神（再次感恩的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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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弟兄們、你們曾效法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裡神的
各教會，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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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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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



我們想要再去看你們，2: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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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IV－V



信仰與生活

遵守使徒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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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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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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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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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與生活

要安靜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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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2）

• 當時的教會中有些人不作工養活自己，反
而向教會要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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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信徒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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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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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與討論

• 第一個教訓：神的旨意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_
（3）

• 消極上要如何做到？（3）

• 機極上要如何做到？（3－6）

• 違反這個旨意的後果是什麼？（6）

• 有這後果的原因是？（7-8）

• 第二個教訓：叫你們_______________ （9）

• 對外，帖撒羅尼迦教會做得如何？（10）

• 對內，保羅提出哪三個勸勉？（11）

• 第三個教訓：論道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你們不
知道，恐怕__________，像那些________一樣。（

13）

• 指望一：他們是在______________睡了的 （14
）

• 指望二：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_______（16
）

• 指望三：必和他們一同______，在空中____（
17）



思想與討論

• 保羅用什麼樣的比喻來描述主來的日子？表達的是什麼樣的境況？（5:2-3）

• 面對主再來的日子有哪兩種人？（5:3-10）

屬黑暗 屬白晝

行為

心態

預備

結局



信仰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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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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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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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重神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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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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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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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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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後書



The Facts

寫信人

受信任

寫作時間&地點

寫作原因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分段

1. 為你們感謝神，1:1-12

2. 有關主的日子和「大罪人」，2:1-17 

3. 與基督徒生活有關的幾件事，3:1-18



感謝與讚美
Chapter I



為你們感謝神，1: 1-12

感謝

我們應該為什麼事情而感謝神？為
了事情順利，還是生活平安？保羅
為了帖撒羅尼迦的信徒的信心和愛
心而感謝神：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
，這本是合宜的，因...

1. 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

2. 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
都充足...

3. 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
，仍舊存忍耐和信心。



為你們感謝神，1: 1-12

勉勵

信主的人受到患難，不但不要洩氣，
反而要感謝神，因為算是配為神得國
受苦。致於那些硬著心不認識神的人
，他們拒絕了福音，將來必要永遠沉
淪，離開主的面和他的榮光。

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仍舊
存忍耐和信心，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
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
就是為這國受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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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
，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永遠
沉淪就是永遠與神隔絕）。



為你們感謝神，1: 1-12

禱告

神的僕人為信徒禱告，不是為他們
求財富平安，而是求他們配得上神
的恩典，使主耶穌在他們身上得榮
耀，他們也在主的身上得榮耀。

我們常為你們禱告,

1. 願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
的召，

2. 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
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
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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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