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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的事奉

藉提摩太帶來建立及安慰的信息

繼續以書信事奉教會

第四十五課第四十五課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17-四12

保羅深切盼望再次回到當地事奉，

因為仇敵的阻擋，不能成行，而派提摩太前往堅固、鼓勵；

如今從提摩太口中得知他們的情況大得安慰。

切望再見他們的面，

補滿或修正教會對真理不完全、遵行不周的地方

鼓勵他們在患難中站立得穩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7 弟兄們，我們暫時與你們離別，是面目離別，心裡卻
不離別；我們極力的想法子很願意見你們的面。 18 所以
我們有意到你們那裡；我保羅有一兩次要去，只是撒但阻
擋了我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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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 20 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

‧愛心的勸勉‧愛心的關懷 ‧愛心的好消息 ‧愛中的代禱 ‧呼召及品行 ‧愛心的勸勉‧愛心的關懷 ‧愛心的好消息 ‧愛中的代禱 ‧呼召及品行

保羅以信徒的堅貞為他工作的成果。

事奉的獎賞至終不是金錢、名譽或聲望，

而是要看見神藉著福音改變了這些人的生命，

這是他工作的獎賞、喜樂與滿足。

不論上帝現在給我們甚麼樣工作、環境，

什麼樣的成果，才是獎賞、滿足？

渴望看見初信者生命的成長

他們的喜樂就是保羅的喜樂

他們的長進就是保羅裡面的滿足

不論在教會、世界工作，渴望都能造就人，生命被建立、改變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 我們既不能再忍，就願意獨自等在雅典， 2 打發我們
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執事的（有古卷作：與神同工
的）提摩太前去，堅固你們，並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
們， 3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因為你們自己知道我
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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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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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的勸勉‧愛心的關懷‧愛心的好消息 ‧愛中的代禱 ‧呼召及品行 ‧愛心的勸勉‧愛心的關懷‧愛心的好消息 ‧愛中的代禱 ‧呼召及品行

徒十七

保羅離開了帖撒羅尼迦之後，

去了庇哩亞，也遇到逼迫，

信徒便將保羅送到雅典，

留下西拉和提摩太在那裡；

之後到雅典與保羅會合。

後來就差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羅尼迦，

安慰信徒，

鼓勵在面對迫害時仍要持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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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三3

患難是神為信徒安排，無法避免；

神沒有應許我們免於受苦，

祂賜我們能力，能在患難中成長。

當我們經歷試煉和困難，

仍然能順服，生命就能夠成長。

幼小的生命，任何顛簸足以成為絆腳石；

當長大成熟，就不足以造成傷害。

從愛心關懷角度，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患難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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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你們常常記念我們，切切的想見我
們，如同我們想見你們一樣。 7 所以弟兄們，我們在一
切困苦患難之中，因著你們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8 你們
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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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
你們信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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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逼迫和壓力中，信徒能夠在信仰上站立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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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逼迫和壓力中，信徒能夠在信仰上站立得穩

信心剛起步的人自己得著激勵

使保羅大得安慰、喜樂

為提摩太帶來「愛心的好消息」

獻上感恩、表達喜樂，

為他們能繼續在信仰上成長而代禱。

非常多語詞看見保羅與教會彼此的情誼。

在基督裡有自由與釋放，

不吝表達愛、所得的喜樂、安慰。

書信不只教訓，表現愛的連結這樣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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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因愛心所受的患難、勞苦

不是單憑意志力苦撐著

還有主的愛、肢體的愛，

彼此扶持、非常得滋潤

保羅的言詞中充滿喜樂的氣氛

我們會察覺

身邊有患難、困難沒有解決，

但仍會看見主的愛、肢體的愛，

可以成為我們生命的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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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的特色 ─代禱，禱告的典範

在服事裡，不求不遇見困難

在困難裡，如何按上帝的心意禱告

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

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裡去。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

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

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

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三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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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羅盼望重回帖撒羅尼迦 三11

在第三次旅行宣教去亞西亞時，

同行的亞里達古和西公都，

都是來自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徒二十4-5）

二. 願愛心增長、充足

相愛對象不只是信徒彼此相愛，

還有「愛眾人的心」，

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 榜樣、勸勉。

在基督裡的愛是會不斷增長、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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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願愛心增長、充足

單單對人友善是不足夠的，

需要主動和恆久地愛人

我們的愛要不斷增長

與人相處難免有磨擦，

求神讓我們在一家人、同工當中，

彼此相愛的心能夠增長、充足，

見證我們是彼此相愛的人；

在愛眾人、傳福音、服事人時，

愛是可以源源不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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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願愛心增長、充足

主在受死之後復活了！

復活的能力在愛當中帶來醫治、復甦，

讓我們的愛是可以增長、充足的；

這個愛是連於耶穌、是神的愛。

愛人的時後最容易受傷了 ─ 沒有得到預期回報，

不要怕承認自己受傷。

主所付出的愛是神聖的純愛，

主也受傷、遭受拒絕、被誤會，

至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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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夠聖潔見主

以主的再來為我們追求聖潔的目標，

主永恆的國度、

眾聖徒一起降臨的時候，

在祂的國度中，我們站立得住。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

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裡堅固，

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三13

在愛心中的代禱，
持續到主耶穌再來、聖潔見主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著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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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們原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命令。 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4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
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5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
外邦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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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神召
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8 所以那棄絕
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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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遠避淫行，過聖潔的生活

新的段落，充滿教導和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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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遠避淫行，過聖潔的生活

羅馬帝國的道德水平十分低落，

婚外情造成很大的破口，極大的誘惑力及試探。

這方面跌倒、軟弱，

所帶來的後果、影響是嚴重的，

傷害到家庭、工作，甚至教會

影響力不只在身體方面，

也在精神、靈性

在道德低落的希臘異教世界中，

重新教導基督徒的道德標準，按著聖經標準來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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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遠避淫行，過聖潔的生活

「成為聖潔」需費工夫，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長過程。

是聖靈在我們裡面不斷動工，使我們越來越像基督。

邪情私慾 ─ 信徒有這樣內、外在的罪行，必遭神刑罰，

是違背神呼召信徒與賜下聖靈的原意。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

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四3

信徒在地位上已成聖稱義，

在實際生活上還是要有聖潔的見證。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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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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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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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
也就沒有甚麼缺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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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彼此相愛，親手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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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彼此相愛，親手作工

當時希臘世界看不起體力勞動的人，

道德水平、哲學思想，影響他們的生活型態。

教會有些基督徒工作懈怠、遊手好閒、管別人的閒事。

存心倚賴弟兄姊妹愛心救助，破壞教會生活的紀律。

幫助信徒建立聖潔生活的準則

─勤奮工作，安靜生活。

如果別人失去對你的尊重，

如何向他們做見證？福音失去效用！



禱告禱告
我們承認生命有限、愛心也有限，

常常是有條件的付出；

感謝耶穌讓我們看見這群榜樣，

在生活成聖、愛心勞苦中付上代價。

幫助我們願意為自己禱告，

可以在因愛心受的勞苦中，蒙你悅納、討主喜悅。

在聖潔的生活中，使我們所做的見證、所傳的福音，

都有吸引力，使人可以信服真道。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根據 三2，保羅被迫離開帖撒羅尼迦後

派遣誰去堅固、勸慰教會？

保羅在信徒的呼召及品行方面，

做了哪兩項勸勉？四1-12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根據 三2，保羅被迫離開帖撒羅尼迦後

派遣誰去堅固、勸慰教會？

保羅在信徒的呼召及品行方面，

做了哪兩項勸勉？四1-12 

提摩太

一. 當遠避淫行，過聖潔的生活

二. 當彼此相愛，親手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