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論與問安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第一課…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保羅在 AD50，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教會，
王良玉院長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城…
 帖撒羅尼迦是在馬其頓的東部，也是在愛琴海的西北，
是馬其頓最主要的一個海港
 這個城是馬其頓王所建立的，馬其頓王叫做加散得，
他在當時曾經做過亞歷山大大帝的一個很重要將領，
帖撒羅尼迦就是他在 315BC 所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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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城佔了海陸的優越位置，
它是 政中樞 是交通的要塞 它也是當時的商業中
它是行政中樞，是交通的要塞，它也是當時的商業中心。
這個城裡有一個人數不少的猶太社群，以及猶太人的會堂，
而會堂事實上就是福音在帖撒羅尼迦開始的地方
而會堂事實上就是福音在帖撒羅尼迦開始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教會建立的背景…
徒十七1 保羅一連三個安息日，在會堂裡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
傳講耶穌的受難與復活，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所以有人說保羅在這個城裡面有三到四個禮拜；
可是，也有人認為不止。
為什麼不止呢？
有可能兩 三個月，有可能六個月，三週只是會堂的事奉
有可能兩、三個月，有可能六個月，三週只是會堂的事奉。
帖前二9 他是辛苦勞碌晝夜作工，
他必須要親手作工養活自己。
這應該是屬於一個比較長期的計畫吧。

因為這個馬其頓王，他王后的名字就是帖撒羅尼迦，
帖撒羅尼迦王后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妹妹
 148BC，馬其頓被羅馬併吞，成為羅馬的
148BC，馬其頓被羅馬併吞，成為羅馬的一個省，
個省，
帖撒羅尼迦就成為這個新的省分的首都

腓四16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
腓立比與帖撒羅尼迦中間相隔一六○公里，距離蠻遠的。
腓立比與帖撒羅尼迦中間相隔
六○公里，距離蠻遠的。
在這種情況當下，三個禮拜是不是時間太短了呢？按照當時教會建立的情況，
那可能需要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不管如何，這總是一點探討，
可以讓我們瞭解這個教會被建立的背景。

保羅的同工是西拉 提摩太
保羅的同工是西拉，提摩太…
西拉，其實在 使徒行傳十五章 我們看到他的名字，
他是耶路撒冷教會的 個領袖 聖經形容他是個先知
他是耶路撒冷教會的一個領袖，聖經形容他是個先知。
 在耶路撒冷會議之後，
西拉還有被稱為巴撒巴的猶大，受教會的差派，
跟保羅和巴拿巴一起，把耶路撒冷大會會議的覆函，
就是給外邦教會的回信，一起帶到安提阿
 後來，保羅就邀請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時候，
跟著保羅一起出去傳福音

西拉的名字是亞蘭文，路加在使徒行傳用的，就是西拉；
但在保羅書信裡面，講到西拉的時候，他是用 個羅馬的名字，叫做西爾瓦諾，
但在保羅書信裡面，講到西拉的時候，他是用一個羅馬的名字，叫做西爾瓦諾，
保羅在寫西拉的時候，他是用希臘文的這個字。
所以反應說，其實西拉跟外面的世界也蠻有機會接觸的，
至少你看到他帶著耶路撒冷大會的信，去到外邦、外地的教會，
你就知道他很早就跟外地教會有接觸。
提摩太是路司得的居民，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猶太人，
提摩太是路司得的居民
父親是希臘人 母親是猶太人
所以按著猶太人的角度來說，他合法的身分是猶太人，
可是他沒有受割禮 所以 保羅就為他行了割禮…
可是他沒有受割禮，所以，保羅就為他行了割禮…
 在保羅書信當中，有提摩太前、後書，雖然我們找不到提摩太說話的記載，
可是對提摩太瞭解還蠻多的，為什麼？因為保羅描述他很多
 提摩太這個人，在性格上好像比較膽怯一點，保羅就一直鼓勵他，
讓他的信心可以堅固，讓他的恩賜可以發揮，讓他不要怕為主作見證。
所以，對提摩太這個年輕人，保羅稱他為在主裡的兒子
這三個人都有雙重文化的背景。所以，他們在外邦、外地傳福音，其實蠻合適的。

這卷書有五章，
 一到三章
到三章 基本上是講保羅跟他們的過往，
第一章 保羅的感恩…
二、三 保羅為自己有一點點的辯白，還有對教會的懸念
 第四章 開始 保羅就教導他們
在生活上、在道德上、在各樣事情上該注意的地方
 第五章 儆醒等候主再來
「末世論」這個神學主題，在帖前是十分明顯的。
這 卷書信 它每每在 個大段落之後
這一卷書信，它每每在一個大段落之後，
就會特別提到等候主來，譬如：
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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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 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
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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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在帖城擾亂還不夠，又跟著保羅到了庇哩亞，
於是弟兄們只好把保羅送到雅典。
後來西拉和提摩太就到了雅典，跟保羅相會。
不久，提摩太立刻又被打發回到帖撒羅尼迦，
西拉可能被打發到馬其頓，有可能就回到腓立比。
這樣，兩個人又被打發出去，各有不同的使命。
徒十八5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他們回來了。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 他們回來了
帖前三 看到提摩太從帖撒羅尼迦回來，
報
報告了教會的情況，讓保羅非常欣慰。
教
情
保羅非常欣
以上可以讓我們瞭解這個教會被建立的背景。
寫作時間的推算，大概是 AD51，
就是保羅在哥林多的初期（保羅在哥林多有一年半的時間）。
西拉、提摩太從外地回來，
特別是提摩太剛剛從帖撒羅尼迦教會回來 他向保羅報告 些教會的事情
特別是提摩太剛剛從帖撒羅尼迦教會回來，他向保羅報告一些教會的事情，
於是保羅就寫了帖撒羅尼迦前書。

四17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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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是在每一章，我們都可以清楚看見，
在一個思想一個段落結束之後，就會看到
 要等候主再來，仰望主再來，要預備自己
 然後迎接主再來的信息
因此 末世論」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末世論」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
保羅為什麼要寫帖撒羅尼迦這一卷書信呢？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說，
是根據提摩太回來的時候口頭的報告，
但事實上 我們也可以有幾點 起來思想
但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有幾點一起來思想…

1. 教會雖然遭遇了嚴厲的迫害，但是他們仍然能夠對主堅固跟忠心。
這樣的主題事實上就在 帖前一
帖前 ，保羅說他非常安慰，他很高興，他很感恩。
二13以後 這些弟兄姊妹、門徒們受到本地人的苦害，的確為著福音而受苦。
保羅要幫助他們，堅固他們的信心，所以保羅也為此而感恩。
2. 因著這個城裡的猶太人對保羅的暗諷及毀謗，當保羅跟他的同工離開之後，
還是繼續在那裡攻擊，繼續在那裡說一些不實在的話。
他們對保羅的暗諷是：你看，他逃掉了、他跑了。
但是 二17、18 我們極力的想法子，很願意見你們的面…
我保羅有 兩次要去，只是撒但攔阻了我們。
我保羅有一兩次要去，只是撒但攔阻了我們。
城裡的猶太人又說：你看，他跑了、他怕死，他說就要回來，卻遲遲不回來。
甚 還懷
甚至還懷疑保羅在傳福音時候的動機：保羅是為著名，為著利，就好像當時
羅在傳 音時
機
羅 為著
為著
像當時
希臘社會到處推銷宗教，到處在那裡傳播自己思想的那些巡迴講師。
他們認為，你保羅不過就是這樣，你的行為不值得人來尊敬。
因此 保羅面對這樣暗諷跟毀謗的時候
因此，保羅面對這樣暗諷跟毀謗的時候，
二1~12 他做了一點真情告白，看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十分感動。

保羅寫帖撒羅尼迦前書，這短短的一封信，不過才五章的內容，
但是他要處理的問題非常的多，保羅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是如何處理的？
他是如何靠主來得勝的？
不光是他個人被毀謗的事情，
 如果以個人來看，那事情還算小
 但是不要忘記保羅是神的使徒，
如果質疑神的僕人的品格以及傳福音的動機，
更往裡看，其實就是質疑神的福音的正確性
所以，保羅在處理很多問題的時候，
這短短的五章聖經的確可以帶給我們，
 不但是瞭解當時保羅與這個教會弟兄姊妹彼此密切的關係—
他對他們的想念，為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忠心、信心和愛心來感謝
 更是藉著這樣一卷聖經，讓我們可以對神有更深的認識，
以致於在跟隨主的道路上，可以更堅定我們的腳蹤

3. 生活上的教導。面對不道德習俗的誘惑，保羅提醒信徒：
 你成為神的兒女之後，你要分別為聖，
神的旨意就是告訴我們，不要沾染污穢，而是要成為聖潔。
四1~8 保羅處理這樣的一件事。
 當時教會有些人安息了，但是他們對安息的人的情況，

以及耶穌再來的時候，這些人到底會如何呢？
他們不太瞭解，或者說，他們需要清楚的教導。
瞭解
者
需 清楚 教導
因此 四13~五11 處理耶穌再來的問題。
4 穿插在其中的，
4.
四09~12 要彼此相愛，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之類的。
五12~28 對管理你們的人，你們要敬重他，
對不守規矩的人，你要怎麼樣，
對軟弱的人，你要怎麼樣；
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所以就有一些關於如何為人、作神兒女的規勸。

前言、問安：
一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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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恩惠、平安歸與你們。
保羅提攜同工，在書信裡面，常常跟同工一起具名，
在保羅十 卷書信當中
在保羅十三卷書信當中，
 只有羅馬書、以弗所書，還有教牧書信，就是提後、提前、提多書，
總共五卷是保羅單獨署名
 另外八卷，是與同工一起來署名
外八卷 是與
起來署名
在保羅早期書信當中，他往往只提教會的名字，
之後比較晚期的書信，他會對教會的成員多有描述。
例如：
羅一7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
他會有一些對寫信對象的描述

在神的安排之下，這三個宣教士所具備的條件非常合適在外邦的地方傳福音。
保羅在書信裡，他有時候講「我們 ，看上下文的文理，會有不同的解釋，
保羅在書信裡，他有時候講「我們」，看上下文的文理，會有不同的解釋，
這些人是與保羅的工作有份，但在寫信時，並不代表他們有份於寫信。
所以，這一卷書信，是保羅在聖靈感動下，所留下來的一個記錄。
我們也看見很特別的一句話：
「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
 寫信給帖撒羅尼迦教會，不是給那個城
信
會
 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他所講的教會是人的集合。
當然，我們要知道，教會本來就是信徒的集合
當然，我們要知道，教會本來就是信徒的集合。
保羅在這個地方，他是強調教會是當地信徒的聚集
 他用一個介係詞「在」，賦予耶穌基督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所以在第一節，保羅的基督論，「耶穌基督是主」，
這是保羅在大馬色特別的經歷當中，降服於神的時候，
神打開他 裡的眼睛 讓他認識到耶穌基督是主
神打開他心裡的眼睛，讓他認識到耶穌基督是主
所以，介係詞「在」顯示出，他把主、把神視為是同等、同尊、同榮的。

天父，我們感謝你，
從你那裡有恩惠平安的祝福。
求你幫助我們，藉著帖撒羅尼迦前書，
不但讓我們看見保羅與教會信徒之間的關係
不但讓我們看見保羅與教會信徒之間的關係，
也讓我們藉著查考這一卷書信
可以更深的來認識你！
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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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是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裡的教會，
而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有極大的祝福給祂的兒女，
那叫做「恩惠平安」 ，
恩惠是希臘文的問候語，平安是希伯來文的問候語，
合在一起，保羅給了它神學的意義。
恩惠這個字其實跟喜樂是同一個字源的，
有什麼事帶來極大的恩典，同時讓我們享受極大的喜樂呢？
當然就是救恩！
因此每一位信耶穌的人，都是領受救恩之福、享受救恩之樂的人，
感
感謝主，這就是福音，已經作成在我們生命當中了。
這
福音
作成在我
命當中
所以「恩惠、平安」不是一個普通的問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