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腓立比

帖撒羅尼迦

特羅亞

提
摩
太

西
拉

保
羅

保羅第二次旅行傳道

愛琴海

路
加

帖
撒
羅
尼
迦
教
會
建
立

(徒17:1-4)

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在

那裡有猶太人的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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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

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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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利尼人，尊貴的婦女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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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17:5-9)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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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帶到百姓那裡。

找不著他們，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裡，喊

叫說：「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裡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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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就驚慌了；於是取了耶孫和其

餘之人的保狀，就釋放了他們。



愛琴海

寫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傳道一年六個月

哥林多

腓立比

庇哩亞
帖撒羅尼迦

羅馬駐防城，猶太人極少。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保羅、西拉、提摩太在

三週內建立起來的。

保羅寫帖撒羅尼迦前書時，該教會信徒得

救才數月。

寫後書時，信徒靈命亦不超過兩年。

受到猶太人的強烈逼迫。

賢於帖撒羅尼迦人。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寫
作
背
景



愛琴海

寫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傳道一年六個月

哥林多

腓立比

庇哩亞
帖撒羅尼迦

羅馬駐防城，猶太人極少。

▪ 有人強調末世的到來，工作失去了動力
▪ 有人懷疑死人復活，生活失去了盼望
▪ 有人放鬆聖潔的生活，行為失去了見證
▪ 有人懷疑保羅的身分，對他失去了尊重

賢於帖撒羅尼迦人。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寫
作
背
景



寫作時間與地點

本書是公元51年到52年之
間，保羅在哥林多寫成的。
本書在保羅書信中是最早
的一封。約寫在他歸主後
十六年，當時他年約四十
六歲，離主釘十字架的時
間不過二十年左右。



第一章：帖撒羅尼迦信徒的榜樣

第二章：保羅的榜樣

第三章：提摩太的任務與回覆

第四章：勉勵

第五章：最後的勸勉

主旨：甘願為信仰受逼迫；盼望主再來(每章均以此結束)。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一章：帖撒羅尼迦信徒的榜樣

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

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帖撒羅尼迦前書

外在

表現

內在

動機
信心 愛心 盼望

工夫 勞苦 忍耐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

們，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

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

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前1:2-3)

信心 愛心 盼望

工夫 勞苦 忍耐

內在

動機

外在

表現

雅各書1:3~4「因為知道
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
成功，使你們成全、完
備，毫無缺欠。」

雅各書5:7~8「弟兄們哪，
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
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
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
了秋雨春雨。你們也當
忍耐，堅固你們的心；
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因

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

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帖前1:4-5)

信心 愛心 盼望

工夫 勞苦 忍耐

內在

動機

外在

表現



馬其頓

腓立比

帖撒羅尼迦

哥林多

亞該亞

… 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

賜的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

也效法了主；甚至你們作了馬其

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

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裡已經傳揚出

來。

你們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馬其頓和亞

該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

以不用我們說什麼話。(帖前1:6-8)

「你們要效法
我，好像我效法
基督一樣。」(哥
前11:1)



第二章：2 （保羅的榜樣）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這是你們知道的，然而
還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
給你們。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二章：2-6 （保羅的榜樣）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這是你們知道的，然而還
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給你
們。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汙穢，也不是用詭
詐。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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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
或向別人求榮耀，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一 他確知這是真理。
第二 保羅確知自己的身份就是「神所驗中
的」。是神揀選的，為要作福音的使者。
第三 他知道傳福音是為討神的喜悅，不是
討人的喜悅。



第二章：2-8 （保羅的榜樣）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這是你們知道的，然而還
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給你
們。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汙穢，也不是用詭
詐。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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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
或向別人求榮耀，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
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預先告訴你們我們必受患難，以後果

然應驗了，你們也知道。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發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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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3:4-5)
單數，指撒但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三章：提摩太的任務與回覆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預先告訴你們我們必受患難，以後果

然應驗了，你們也知道。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發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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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3:4-5)
單數，指撒但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三章：提摩太的任務與回覆

但提摩太剛才從你們那裡回來，將你們信心和愛心的好消息報
給我們 (帖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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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3:9)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預先告訴你們我們必受患難，以後果

然應驗了，你們也知道。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發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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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3:4-5)
單數，指撒但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三章：提摩太的任務與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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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們的面，

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帖前3:9-10) 

但提摩太剛才從你們那裡回來，將你們信心和愛心的
好消息報給我們 (帖前3:6)



第四章：勉勵

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帖撒羅尼迦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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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

前4:6)

第一：乃要用聖潔、尊貴，守
著自己的身體，
第二：不要放縱私慾的邪情。

馬丁路德說：「我們或許無法避免一
隻鳥飛過頭頂，卻可以不讓牠在我們
頭上築巢。」不好的意念與思想，是
會飛過我們腦海，但卻可以不容許它
在裡面搭窩成形。



第四章：勉勵

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彼此相愛。

帖撒羅尼迦前書

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信給你們，因

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教訓，叫你們彼此相

愛。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固然是這

樣行，但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帖前

4:9-10)



第四章：勉勵

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彼此相愛。

安分守己，親手作工。

信徒的復活與被提。

帖撒羅尼迦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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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信耶穌死

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

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

來。 (帖前4:13-14)
通過關切那些已經去世的信徒，
保羅闡明耶穌基督復活的真理。
他說「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
人」，死亡只是在基督裡面睡
了。信徒必要復活，這是我們
在耶穌基督裡的盼望。



死是眾人的結
局，活人也必將
這事放在心上。
（傳道書 7:2）

出
生
入
死

萬里長城今猶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
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
（傳道書 7:2）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

且有審判。（希伯來書 9：27）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
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太10：28)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
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5：10)



山東臨淄牛山



齊景公游牛山

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
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
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
晏子独笑于旁，公刷涕而顾晏
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
与据皆从寡人而涕泣，子之独
笑，何也？”晏子对曰：“使
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
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则
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数君
将常守之，则吾君安得此位而
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
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
不仁也。不仁之君见一，谄谀
之臣见二，此臣之所以独窃笑
也。



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
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傳道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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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

奴僕的人。（希伯來書 2：14-15）

基督使我們 出死入生。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
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約
翰福音 11:25-26)



帖撒羅尼迦前書

錯誤觀念：活著的信徒

將活著被提，死了的信

徒卻無份復活.

第四章：勉勵

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彼此相愛。

安分守己，親手作工。

信徒的復活與被提。

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5-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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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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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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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
勸慰。

腓立比書3:20：「我們卻是天上的
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
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按著那能叫
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
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
的身體相似。」



第五章：最後的勸勉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22節：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
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你禱告時自己會花多
少時間來感恩？

當你在感恩節或其他時間表達感恩時，
通常會不會為自己的教會感恩？



帖撒罗尼迦后书概
论

❑寫作時間與地點

約于公元53年，使徒保羅等人寫于哥林多。

❑本書背景

o 關於主再來的問題。

o 當地教會信徒錯誤地認為主大而可畏的日
子已經來到

o 有人冒充使徒保羅的名字寫了假書信，故
意擾亂人心



第一章：

勉勵信徒在逼迫中持守信望愛 3-5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
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
心格外增長，

❑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
充足。



第一章：

勉勵信徒在逼迫中持守信望愛 3-5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
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
心格外增長，

❑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
充足。

❑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為你們
誇口，都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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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神的公義和審判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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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
為稀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們也信了。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
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我又看見死了的
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
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
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
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
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
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
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启20:11-14）



第二章：主降臨之前，敵基督必先顯露

保羅想澄清關於基督的再來幾件事情：

1. 當基督再來時，我們所有人都會知道

“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帖后
1:7）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
為稀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們也信了。 （帖后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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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4:16）



第二章：主降臨之前，敵基督必先顯露

保羅想澄清關於基督的再來幾件事情：

1. 當基督再來時，我們所有人都會知道
“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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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2. 在基督再來之前，將會有 “大罪人”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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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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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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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10)



第二章：主降臨之前，敵基督必先顯露

保羅想澄清關於基督的再來幾件事情：

1. 當基督再來時，我們所有人都會知道
“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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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2. 在基督再來之前，將會有 “大罪人”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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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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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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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當基督再來時，他必將廢掉“大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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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第三章：警戒閒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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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

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也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

晝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

做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

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因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什麼

工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誡這樣的人，要安靜

做工，吃自己的飯。



分享：從帖撒羅尼迦人身上，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如果我們已經不再對基督的再來心存盼望 ，就會落
入屬靈的懈怠中

• 我們關乎來世的信仰就變成了關乎今生的信仰。
竭力追求屬靈生命的健康，就會被追求我們肉體
的安逸舒適所取代。

• 對神的關注，就會被對我們屬地的將來、或者我
們孩子的將來的關注所取代。

• 對天堂的盼望，就會被地上美好生活的盼望所取
代。

• 對我們的造物主 神的渴慕，就會被對受造物的
渴慕所取代。



分享：從帖撒羅尼迦人身上，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1)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工作。要在每一天的生活
中充满盼望，满怀渴慕和期待地等候基督的再
来。

2) 需要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理解，从神的话语中
认识真理，生活行事有从神来的智慧。付上代
价，舍己背负十字架，为了能够荣耀基督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