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四課第四十四課 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帖撒羅尼迦前書一2-二16

保羅過去親手在他們當中事奉，

在聖靈跟話語的能力當中，如何帶下神的權能。

看見非常多「信心」的字眼，

保羅對他們的稱讚、信心的榜樣，

帶來豐富榜樣性的盼望。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

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

願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一1

徒十五-十六 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主要同工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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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
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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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
你們那裡，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6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
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主； 7 甚至你
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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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用我們說甚麼話。 9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
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裡，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
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10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裡復
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 ‧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 ‧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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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3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持守信、望、愛的教會，

聽聞福音真道後就離棄偶像，歸向、服事真神，

成為馬其頓、亞該亞及各處教會的楷模。

讓我們的生命能結出果子、服事能有這樣的標記

「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信徒因真心相信主耶穌而引致的行動表現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 ‧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信心的根據 一4-5上：神的慈愛、揀選，聖靈的印證

這群信徒蒙神揀選成為祂的子民，完全出於神的大愛，

信主的大半是外邦人，保羅知道他們是被揀選。

神的揀選是透過使徒的宣講、人的相信而達成。

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

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一5

使徒宣講福音不是空說話，

話語中流露出能力、聖靈的同在。

不因看見保羅為福音受苦，而不接受所傳信息

是因神的揀選、聖靈的明證，以致能夠領受福音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 ‧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信心產生見證 一5下-8：成為眾教會的榜樣

1. 在患難中信主、蒙聖靈所賜的喜樂、

領受了真道，效法了基督

2. 主的道從他們當中傳開

福音改變了帖撒羅尼迦的信徒：

聽了、接受了，生命更新了，

在患難中歡喜快樂地接受福音 ─

福音帶給他們苦難，

猶太人和外邦人都逼迫他們。

患難也成為信心的見證！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 ‧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信心的目標 一9-10

1. 離棄偶像歸向神，服事又真又活的神

2. 一10 等候主耶穌從天降臨

教會正面對逼迫，保羅鼓勵他們

仰望基督再來時所帶給他們的救恩

基督徒的盼望是耶穌再來，

祂是至大的神和救主

基督再來時，祂要審判世界

一10「將來忿怒」

神在末日公開審判惡人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 ‧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在苦難的教會當中

「基督再來的恩典」 ─ 是一個安慰

他們的生命十足被改變

離棄偶像歸向神

生命的目標：服事又真又活的神

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常常活在福音的能力當中，

讓我們的心得激勵，

激勵成為繼續走十字架道路的力量泉源。

保羅為自己的服事辯護 二1-16

追述在帖城傳福音的工作，

遭遇猶太人逼迫

不得不快速離開；

離開後，譭謗者

譭謗保羅及他所傳的福音。

保羅講論過去如何在帖城傳福音

與信徒的反應，

目的是要駁斥來自敵對者的譭謗。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 弟兄們，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裡並不是徒然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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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們的
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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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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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
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1. 如何在大爭戰中，勇敢的分享福音、傳道

當時他的工作不是虛空無能的，也不是徒勞無功的

爭戰中見證福音的大能，驗證保羅內在的勇敢

第一個到達馬其頓的城市腓立比，

保羅與西拉受誣告、被毆打、入獄，

再被送到帖城，

可想像城裡對保羅可能有的疑懼；

保羅因著神所賜的膽量、毫不畏縮，

把福音義無反顧、勇敢的帶到帖城。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2. 用否定的語句，強調他的動機純正

二3 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

二4 不討人的喜歡，乃是討主喜悅

二5 不用諂媚的話，沒有藏著貪心

二6 不求人的榮耀

面對敵對者的勢力，

保羅傳福音的動機純正；

也讓我們常常省察 ─

自己在服事當中的動機。

看見神的恩典、福音的能力，保羅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為教會見證感恩‧事奉的動機‧事奉的榜樣 ‧事奉的結果

2. 用否定的語句，強調他的動機純正

所傳信息不是根源於錯誤的道理，

或牽涉不潔的動機、詭詐的手段。

相反，是經過神嚴格的考驗、合格，

受上帝託付傳神的信息。

態度是要討神喜歡，

溫柔待人、而不是要諂媚人，

沒有貪求物質的動機、得人的尊榮。

如果行事為人不被人接受，所傳信息也會大打折扣；

凡事行在光明當中，清楚的講到自己內在的動機。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7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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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弟兄們，你們記念我們的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傳神的福
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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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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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要
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的神。

‧為教會見證感恩 ‧事奉的動機‧事奉的榜樣‧事奉的結果 ‧為教會見證感恩 ‧事奉的動機‧事奉的榜樣‧事奉的結果

如母親溫柔乳養 二7-9

使徒愛教會，

甘願付出自己的生命；

寧願親手作工、自給自足，

不願加重教會的負擔。

如父親勸勉安慰 二11-12

行為上的榜樣 ─ 為人聖潔公義

言語勸導上 ─ 勸勉，安慰，囑咐

使徒像父親一樣循循善誘，

要叫信徒配得過呼召他們的神。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3 為此，我們也不住的感謝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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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弟兄
們，你們曾效法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裡神的各教會；因為你
們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們受了猶太人的苦害一樣。
15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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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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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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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3 領受真道：把保羅所傳的福音當做是神的道

正面的結果 ─ 歡欣喜樂

二14-16 領受傳講信息的人遭受了逼迫

與使徒在同一陣線上，用正面的態度面對患難、逼迫

當我們接受福音、神的恩典 ─

包含信服真道、為祂受苦。

對初信教會的教導，要有心理預備：

他們與拜偶像的人，生活方式、

價值、標準都不一樣，

以致於遭受逼迫。



‧為教會見證感恩 ‧事奉的動機 ‧事奉的榜樣‧事奉的結果

二15 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殺害傳神信息的先知；

新約時代的猶太人秉承了這種傾向：

二16 猶太人惡貫滿盈，很快便要面對神的最終審判

殺害了主耶穌，

逼迫把救恩信息傳給外邦人的使徒

禱告禱告
在你的恩典、真理當中，

讓我們有面對事實的勇氣。

保羅為使徒的職份承受非常大的壓力、逼迫，

福音在他身上是真實、有能力的，

勇敢的跨越險阻、仍然不斷的傳福音；

還看見他溫柔的愛，如母親一樣溫柔乳養。

體會耶穌也是這樣真實親近的愛我們、服事我們！

我們怎樣領受、也可以怎樣付出。

思想研讀書信裡，飽享主的慈愛，領受主福音的大能。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二1-6 保羅論到自己事奉動機有那兩個方面？

二7-12 保羅以那兩個比喻論到他事奉的榜樣？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二1-6 保羅論到自己事奉動機有那兩個方面？

二7-12 保羅以那兩個比喻論到他事奉的榜樣？

一. 勇敢傳道

二. 動機純正

一. 如母親溫柔乳養

二. 如父親勸勉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