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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二1~8
生命的事奉生命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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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 音然而還是靠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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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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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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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主要是闡述保羅傳福音以及他牧養的心態，帶出來的是什麼呢？

帶出來的就是作神僕人的生命與事奉。帶出來的就是作神僕人的生命與事奉。

當然，保羅是一個神的使徒，他是一位神的僕人

其實我們都是主的僕人，我們不單是作神的僕人，我們也作人的僕人，

神把這樣一個工作，把這樣一個事奉心態，或者是職分放在我們身上，

使我們在世上作神的兒女，可以學習如何服事神，如何服事人

「弟兄們 你們自己原知道 這 句話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共用了四次二1「弟兄們，你們自己原知道」這一句話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一共用了四次，

一5 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裡，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二2、5 也都有出現，然後三4 也出現二2 5 也都有出現 然後三4 也出現

所以，「你們知道」這句話在帖前出現了四次。

還有，「神是見證」出現了二次。

二5b 這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二10 有你們作見證，也有神作見證

在教會當中是否有人對保羅使徒的身份還有工作有質疑？在教會當中是否有人對保羅使徒的身份還有工作有質疑？

但是保羅他愛神愛人的行事為人都經得起考驗。

所以，在這一段當中，我們會看到保羅的真情告白。

個傳福音的人 你要會傳 你要有道可傳一個傳福音的人，你要會傳，你要有道可傳

也不要把自己高抬了，我們不過就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此外，我們在基督裡，應該作一個有真性情的人，此外 我們在基督裡 應該作 個有真性情的人

有的時候，我們要與喜樂的人同樂；

有的時候，我們要與哀哭的人同哀。

當我們領受了主的恩典之後，

我們就要活出有祂生命的真性情。

當我們讀到第二章，

保羅稍微說了一下他自己的心境

事實上在字裡行間我們可以體會—
保羅如何愛他所傳福音的對象，

保羅如何愛神的兒女



二1~4看到保羅的宣教之心。

二1「弟兄們 你們自己原曉得 他講「自己二1「弟兄們，你們自己原曉得」，他講「自己」，

其實講「你們曉得」就好了，再加上一個「自己」，

是一個非常強調的語氣是 個非常強調的語氣

一9「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

是一樣的，是一種前後的呼應。

「你們」已經很清楚了，這就是一個對象

「你們自己」就更強調了他們的經歷，是他們自己第一手的親身經歷

「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裡」，

這是保羅第三次提到他帶著福音的好消息到了這個城裡，

一5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一9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裡

二1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裡並不是徒然的

保羅很清楚的說，福音的工作不是徒然的。為什麼不是徒然的？

因為是靠我們的神！靠神就不會徒然，在主就沒有徒然，因為是靠我們的神！靠神就不會徒然 在主就沒有徒然

靠著神所作的一切都有果效，都有恩典。

如果我知道是耶和華建造房屋，是耶和華看守城池，一切就會有果效；

若只是我來建造，只是我來看守，那就必定會徒然。

二2 保羅提到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這是不久前才發生的事，記載於 徒十六。

但是苦難不能夠攔阻傳福音者的腳蹤 因為這個不是匹夫之勇；但是苦難不能夠攔阻傳福音者的腳蹤，因為這個不是匹夫之勇；

如果這是匹夫之勇、逞一時意氣：

「看我多會傳福音，看我的工作多有果效」，看我多會傳福音 看我的工作多有果效」

那麼碰到了攔阻，碰到了挫敗，必會往後退

保羅傳福音不是用高言大智、智慧委婉的言語，

靠著 能力 勇氣而是靠著主所賜的能力和勇氣

保羅曾在迦瑪列門下受教，是知識份子，是學者，更可以說是神學家；

他作神學家的同時，他是佈道家他作神學家的同時，他是佈道家

他作神學家、佈道家的同時，他是一個牧者。啊，真是讓人羨慕！

在保羅的生命當中，神所建造的是非常的美。他領受神給他的能力、勇氣，

他對福音有確信，他靠著聖靈，他靠著神的權能，把福音一站一站的，就這麼傳開。他對福音有確信，他靠著聖靈，他靠著神的權能，把福音 站 站的，就這麼傳開。

在到帖撒羅尼迦這個城的前一站，保羅與同工是在腓立比被害受辱，

但是靠著神放開膽量，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到帖撒羅尼迦城

如果單從保羅三次的宣教旅程、加上第四次往羅馬上告該撒來看，

沒有一次是平平順順的，實在經歷了好多好多的困難，

但是保羅卻時時刻刻靠著主的恩典 忠心的把福音傳出去但是保羅卻時時刻刻靠著主的恩典，忠心的把福音傳出去

到了帖撒羅尼迦依然是如此，如果這個教會經歷大爭戰，保羅是首先經歷大爭戰。

我們看到在帖城，保羅如何面對許多攔阻，甚至於他必須離開這個城市；我們看到在帖城 保羅如何面對許多攔阻 甚至於他必須離開這個城市；

教會也是在大爭戰中領受了福音。因此，保羅離開以後，

如果這個城裡的猶太人繼續詆毀保羅，甚至影響教會當中的信徒，

說：「保羅，你就這麼走了，難道你不顧念我們嗎？

你說要回來，為什麼你遲遲不回來？

你的工作到底是為自己的名和利，還是真實的愛我們呢？你的工作到底是為自己的名和利，還是真實的愛我們呢？」

可能當時就會有一些這樣的詆毀、暗諷、各樣負面的講法臨到保羅。

保羅怎麼說呢？保羅強調，一個宣教者，他傳福音要有清楚、純正的動機。

二3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二3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

這個信息是真真確確的，不是出於污穢

保羅的動機純正是可以被察驗的；他傳福音不是用詭詐，乃是光明正大的

不像主耶穌在太廿三 責備法利賽人：「你們勾引人入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

保羅清楚他所傳的是從主領受的真理，他所信他所傳；他所傳的也正是他所信的。

因此，保羅面對所有一切的毀謗，還可以挺然而立，因此，保羅面對所有一切的毀謗，還可以挺然而立，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這個福音的權柄是從神而來，他所領受的福音是完全的。

我們常有傳福音的機會，也訓練弟兄姊妹傳福音、安排陪談訓練、初信造就等課程。我們常有傳福音的機會 也訓練弟兄姊妹傳福音 安排陪談訓練 初信造就等課程

求主幫助我們對福音的內容，不單是自己清楚、明白，能夠這樣傳講出來，

也能夠帶領、培訓、裝備聖徒。弟兄姊妹，如果有傳福音的機會在你面前，

千萬不要說「我跟你約時間到教會，請我們牧師跟你談」，

機會就在眼前，稍縱即逝，要清楚的傳講、勇敢的作邀請：

「你願意相信耶穌嗎？現在可以作一個決志禱告。」你願意相信耶穌嗎？現在可以作 個決志禱告。」

這個是基督徒應該要有的裝備、把握。



對於你所傳的福音，你清楚嗎？你明白嗎？

這個需要被教導，需要受訓練。至少讓我們曉得說：這個需要被教導，需要受訓練。至少讓我們曉得說：

如果我只傳耶穌基督拯救你

卻不清楚告訴對方，你要認這位救主耶穌基督作你生命的主

那很可能在福音的內容上，你還需要認識得更清楚、更全備。

耶穌基督當然是救主，祂救我們，祂洗淨我們的罪，祂與我們同在，

任何時候有困難 我們禱告 祂都幫助 救我們任何時候有困難，我們禱告，祂都幫助、救我們，

祂真是把我們從苦難中、從罪中拉起來。

但是，如果我沒有遇到困難、苦難呢？我一切都很平安、都很順利呢？但是 如果我沒有遇到困難 苦難呢？我 切都很平安 都很順利呢？

耶穌在哪裡、我把祂放在哪裡呢？你如何看待這位主呢？

當然不是！不論我順利的時候，或是碰到逆境的時候，

在每一件事情上，在生命的每一個階段，祂永遠是主，

祂是帶領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救贖主，

祂是創天地宇宙萬物的創造主 祂是我生命的主祂是創天地宇宙萬物的創造主，祂是我生命的主。

羅十9 得救的要件上：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所以，傳福音，我們要傳得清楚。不是只是說：所以，傳福音，我們要傳得清楚 不是只是說：

「來信耶穌啊，信耶穌很好啊，信耶穌有喜樂有平安。」...
如果我們只講喜樂平安福音，而從來不告訴別人：罪、十字架、寶血、救恩，

這樣的福音內容與他的本質其實是有很大差別的，

這樣的傳與耶穌責備法利賽人勾引人入教有甚麼差別？

保羅對他所傳的福音是非常的有把握保羅對他所傳的福音是非常的有把握，

他說：他傳福音不是出於錯誤，那個信息是百分之百真確，

他的動機不是出於污穢，不是要在人身上討什麼好處，他的動機不是出於污穢 不是要在人身上討什麼好處

也不是用詭詐，勾引人入教，然後讓他成為地獄之子。保羅不是這樣。

保羅也曾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剖白：我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

你們卻有人說我是詭詐，用心計牢籠你們。

保羅服事神都還會面對這樣的毀謗。

所以 我們有的時候服事主 遇到 些困難所以，我們有的時候服事主，遇到一些困難，

其實也是神允許要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作成一些建造的工作。

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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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討人喜歡 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弟兄姊妹，上帝驗中了你，上帝也把責任、使命託付給你；

上帝驗中了我，上帝也願意將祂那美好的心意讓我明白。

感謝主，「驗中」，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字，

「驗中」跟後面的「察驗」其實是前後呼應的。

「驗中 就是測試 就是檢驗「驗中」就是測試，就是檢驗，

這個檢驗的結果是合乎標準的

「驗中」並不等於「配得」，神驗中我們，並不表示我們配得，驗中」並不等於 配得」 神驗中我們 並不表示我們配得

也並不表示，神驗中我們，是祂認為我們合適，

而是在祂的心意中，我們將要被祂塑造成為合用的器皿

不單是保羅說神驗中他，保羅也說神託付他。

加二7 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

林前九17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林前九17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我們有的時候說：主啊，我是何等不配，何等軟弱，何等渺小的人，

但你把神國度這麼大的工作託付在我這個小小的人身上。但你把神國度這麼大的工作託付在我這個小小的人身上

上帝的眼光，看中我們，比我們看自己更大、更高、更遠、更深。

我們看自己，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當我們想到上帝，在祂兒子身上為我們成就了多大的恩典，

只有感謝，再次把自己獻在主的祭壇上

保羅很清楚 也必須很嚴肅的面對這種驗中和託付保羅很清楚，也必須很嚴肅的面對這種驗中和託付，

因此他說：我不是要討人的喜歡，我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的喜歡。

加一10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加 10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

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

林前九22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這兩節經文看似矛盾，但實際上一點都不矛盾。

 方面保羅為主得人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一方面保羅為主得人的心是何等的迫切

另方面他也很清楚知道，神要他如何在外邦人的面前作見證



神察驗我們的心，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

神在察驗我們的心，祂時刻察驗人的心腸肺腑。神在察驗我們的心 祂時刻察驗人的心腸肺腑

保羅不單是深信他自己是這樣，他的同工也是這樣，

他與同工的宣教動機、宣教熱誠、行事為人，都經得起神的察驗。

1~4保羅的宣教之心

5~6是他的牧養之情，以及他僕人的生命

5~8保羅放下權利，與人分享福音的同時，他就分享了自己5 8保羅放下權利，與人分享福音的同時，他就分享了自己

保羅多次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證實他講的話不是謊言，不是假話，

因為他說：「這是你們知道的。」因為他說 這是你們知道的 」

二5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

我有沒有講過逢迎拍馬的話？我有沒有為著討你們的歡喜講些甜言蜜語呢？

你們應該知道啊！

但另一方面，「也沒有藏著貪心，這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在言語中他有沒有諂媚，弟兄姊妹可以作見證在言語中他有沒有諂媚，弟兄姊妹可以作見證

他心裡有沒有藏著貪心，他相信神就是見證人

我個人很喜歡「藏」這個字，貪心就是藏在裡面的，

真的，那怕是一點點，有就是有！真的，那怕是一點點，有就是有！

羅七 他用「不可貪心」當作律法誡命的一個例子：貪財是萬惡之根，

聖經裡有關「貪」的警誡；貪財，就跟拜偶像一樣。

這地方講，藏著貪心，誰沒有藏著貪心？

貪心不一定要貪大的東西，很可能只是一隻筆、一張紙，

這些東西都是隱含在心裡面 講出來都不好意思的這些東西都是隱含在心裡面，講出來都不好意思的。

因此，當然要把它藏得好好的，讓別人看不見；但是神知道，神曉得。

保羅講「藏」，因為他也是人，他也要謹防這樣的事。」

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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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真正的事奉者，會寶貴神的驗中、神的託付，

他放下權力，在凡事上把榮耀歸給神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份：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份：

我不單是神的僕人，我更因著耶穌作人的僕人

保羅也很體貼，有牧人的的心腸，

在你們中間存 如 親乳養自 的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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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 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性命在這個地方，它含蓋的是感動和意志，

指的是使徒不單願意為信徒放上自己的性命

更有一種聽憑你支配、毫無保留的意思—
我把我自己給你

所以 這個「給 就是與對方分享福音的同時 也就分享了自己所以，這個「給」，就是與對方分享福音的同時，也就分享了自己。

弟兄姊妹，福音跟我們的生命，跟我們這個人是不能分開的，

你不可能說：福音是一塊，我是我，你不可能說：福音是 塊，我是我，

因為福音已經融化在我們整個全人裡面。

當保羅說他分享福音的同時，

他是把自己分享出去。這真是非常的美！

天父，

藉著你的僕人保羅，所顯示出美好的生命，

也讓我們看到了榜樣；也讓我們看到了榜樣；

求主幫助我們這些服侍你的人，

不單服侍你、也服侍眾弟兄姊妹。

求主幫助我們的生命，求主幫助我們的生命

是可以禁得起你鑒察的，從裡到外；

求你讓我們 中有純正 手中有巧妙求你讓我們心中有純正、手中有巧妙。

這樣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這樣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