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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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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受累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9~20 感恩與想念感恩與想念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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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 你們進他 得他榮耀的 神12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的 神。

13 為此，我們也不住地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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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弟兄們，我們暫時與你們離別，是面目離別，心裡卻不離別；

我們極力地想法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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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20 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 2

二1~8 看到保羅牧人的心腸、美好的品格、見證，經得起神的鑒察。

二9~12 看到保羅「僕人的榜樣」，二9 12 看到保羅 僕人的榜樣」，

保羅在這個地方也陳述信徒們對事奉者的記念，

就好像他在這封信開始的時候說，信徒們信望愛的見證。

二9 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傳神的福音給你們。也同時出現在帖後三8。
可能保羅不只在帖撒羅尼迦城三個禮拜，因為他還必須要去作工，

來養活自己 甚至提供同工的需要來養活自己，甚至提供同工的需要。

但是保羅為什麼在帖前中，完全沒有提到從腓立比教會接受餽贈的事呢？

腓四16 就算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來供應我的需用。腓四16 就算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 次兩次的打發人來供應我的需用。

保羅接受腓立比教會的供應，為什麼在這個地方一點都沒有提？

可能那個供應不足全部的需要，

或他在帖撒羅尼迦作工，然後接受腓立比教會的供應，

會不會讓帖城的信徒覺得虧欠呢？

林後八1~2 其實馬其頓的教會是非常窮苦的林後八1 2 其實馬其頓的教會是非常窮苦的，

所以保羅可能有意體貼他們，所以就完全沒有提這件事
3

徒十八1~3 保羅到了哥林多的時候，他投奔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

他的行業跟他們是一樣的，他們是織帳棚的。他的行業跟他們是 樣的，他們是織帳棚的。

有些帳棚是用山羊毛的粗布來織製的，

那是保羅家鄉本土的東西

但是當時大多數的帳棚是皮革做的

所以如果你是造帳棚的話，也可以說你是一個皮革工人。

不管是用粗糙的山羊毛或者是皮革 保羅在這個地方不管是用粗糙的山羊毛或者是皮革，保羅在這個地方，

為著同工及他自己需用的緣故，就做織帳棚，

用今天的話來講，他有一些時候是帶職服事。用今天的話來講 他有 些時候是帶職服事

當然，我們曉得保羅是以傳福音為主，

他織帳棚的目的，9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這個地方，因著馬其頓教會很苦

帖城的人雖然有一些尊貴的婦人，但是大多數還是作工的

所以 保羅為著需要的緣故 也不累著任何人的緣故所以，保羅為著需要的緣故，也不累著任何人的緣故，

就辛苦勞碌、晝夜作工。
4



同樣的告白，保羅對哥林多教會也這麼說的，但是狀況不一樣…
林後十一9、12 我不累著你們，也不接受你們的饋送。林後十 9、12 我不累著你們，也不接受你們的饋送。

哥林多教會是很富裕的教會，保羅為什麼不接受哥林多教會的饋送，

卻接受腓立比教會的饋送呢？

因為哥林多教會是結黨紛爭，有很多問題的教會，

保羅非常有智慧地處理他跟信徒之間的關係。

有問題的教會所給他的饋送 他是敬謝不敏的有問題的教會所給他的饋送，他是敬謝不敏的

他雖然拒絕他們的饋送，從來沒有在他愛心的服事上減少一點

然後，我們看到保羅的工作、保羅的見證。不單是教會信徒看在眼裡，然後 我們看到保羅的工作 保羅的見證 不單是教會信徒看在眼裡

二10 有你們作見證，也有神作見證。

從動機到行為，神與信徒來共同為使徒作見證。

我們看到牧者盡心竭力的對待信徒，就好像

二70 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二11 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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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的時候，我會外出作一點培訓的工作，

培訓事實上就是作教師；講一個禮拜，密集課教完就離開了。培訓事實上就是作教師；講一個禮拜，密集課教完就離開了。

當然在課程裡面，會把神的心意講解得清楚明白，如果當地同工談一些

當地教會的事情，然後問老師的意見時，就要非常小心的回答。

為什麼？雖然我們可以就著聖經的原則來分享，

但要留心不要搆到他們牧養的體系裡，因為那是牧者的工作。

師傅雖有 萬 為父的卻是不多林前四15 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

今天教會固然需要有教導恩賜的教師，但更需要有為父心腸的牧者。

如果神把一個傳道人放在一個教會裡面二十年、三十年，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神把 個傳道人放在 個教會裡面二十年 三十年 那是 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天天都會有各種不同的事情發生，那是一個牧養的工作—
弟兄姊妹有困難、需要牧者的時候，牧者在哪裡？

而不只是你站在講台上把神的話講完就好了，

那只是治理、牧養教會的一部分

真正是你要牧養到他，要讓弟兄姊妹知道他的牧人在他的旁邊，真正是你要牧養到他，要讓弟兄姊妹知道他的牧人在他的旁邊，

這是很寶貴的、需要去學習的。
6

然後，我們看到保羅如父如母的牧者心懷，目的是什麼呢？然後，我們看到保羅如父如母的牧者心懷，目的是什麼呢？

二12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祂國、得祂榮耀的神。

行事為人是保羅常常用的一個詞，在書信裡多次出現。行事為人是保羅常常用的 個詞 在書信裡多次出現

例如：例如：

二12 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祂國、得祂榮耀的神。

弗四1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行事為人就 與蒙 的 相稱

或者說：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都是一樣，「行事為人」是保羅常常說的話。

7

二13~16，這一段從一2~10 保羅的感恩之後，再一次出現的感恩。

二1~12 回憶教會在大爭戰中得以建立的恩典，二1 12 回憶教會在大爭戰中得以建立的恩典，

然後描述他與同工為教會的成長如何盡心竭力之後，

就算有人擾亂教會，詆毀使徒，

他仍然為神在教會中的工作來感謝。

13 有兩個動詞，「接受、領受」。

和合本的 文 看到「領受和合本的經文，只看到「領受」：

「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

這句話，按照很簡單的直譯，就是說：這句話 按照很簡單的直譯 就是說

「當你們接受從我們所傳給你們神的道，你們就領受了它」。

他們不認為是人的道，而認為這確實是神的道。

意思是：你們聽到了從我們傳給你們的信息，就「接受」了。

當你們接受以後，

就帶著熱切的心情 迫切的想要擁有它就帶著熱切的心情，迫切的想要擁有它。

這就是後面那個「領受」的意思。
8



保羅對他所傳的福音非常有把握，他很清楚知道這個道是出於神的；

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也非常寶貴神的道，因為這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也非常寶貴神的道 因為這不是人的道 是神的道

來四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來四20 但這活潑有功效的道要能發揮實際的功效，需要用信心來調和。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 有些人沒有得著安息 為什麼？希伯來書的作者說，有些人沒有得著安息，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調和」林前十二24 翻譯成「配搭」，

神使肢體互相配搭，用的就是「調和」。信心要跟聽的道、神的話配搭在一起神使肢體互相配搭 用的就是 調和」 信 要跟聽的道 神的話配搭在 起

如果對所聽的道用問號去回應，是沒有信心與所聽的道調和，就不能得著安息

保羅很欣慰，他知道信徒是效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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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是效法者，是用名詞。這就是信徒真實信仰的表徵，信徒是效法者，是用名詞 這就是信徒真實信仰的表徵，

一6他們效法了使徒，他們也效法了主，

現在他們被動分享了跟猶太各教會相類似的經歷。

求 害 時這不是主動去求苦難，而是當他們遇到了苦害的時候，

他們就成為效法者，效法那些面對苦難的猶太教會。 9

二15~16 保羅簡單數算猶太人的罪行。

這些猶太人不光是逼迫外邦教會，其實也不斷在逼迫保羅。這些猶太人不光是逼迫外邦教會，其實也不斷在逼迫保羅。

猶太人逼迫並殺害了主耶穌和先知，他們也趕逐使徒

保羅的宣教旅程就是一程一程被追逐的經歷：他從帖撒羅尼迦到了庇里亞，

這中間隔了六十里，保羅走六十里，猶太人也走六十里來挑釁

猶太人與眾人為敵，眾人最主要還是指外邦人，

猶太人禁止傳道給外邦人，而猶太人自己的結局是什麼呢？猶太人禁止傳道給外邦人，而猶太人自己的結局是什麼呢？

 15~16 他們不得神的喜悅、充滿自己的罪惡，神的忿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

這地方講到神的忿怒，而且保羅用了非常嚴厲的警告說「到了極處」。

羅十一26 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奧秘。

這裡講道說「忿怒到了極處」，那裡講到

當外邦人數目添滿之後，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了。怎麼協調呢？

1.二15、16 保羅其實並不是要用一個很強的咒詛來加害他自己的同胞，

但的確是 個嚴肅的提醒 甚至於他在這個地方宣告了神的審判但的確是一個嚴肅的提醒，甚至於他在這個地方宣告了神的審判。

保羅對他自己的同胞的罪行、逼迫教會，是很傷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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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一26 「以色列全家得救」，來作協調的時候…
新譯本將「以色列全家」譯為「全以色列」，也不是說新譯本將 以色列全家」譯為 全以色列」，也不是說

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個都不失落、都得救了，不是這樣。

上帝並沒有為猶太人另立一條得救的門路，沒有。

當主再來的時候，跟保羅那個時代，甚至是現今

猶太人的得救人數相比的話，

「全以色列 確是 個很大 數 色「全以色列」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所以就說全以色列。

學者斯托得認為這二處調和的關鍵在於：保羅用字遣詞的差異。

帖前二 保羅是針對猶太人個別的作為帖前二 保羅是針對猶太人個別的作為

保羅他不是在咒詛，或者要加害猶太人，

他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提醒

羅十一26 「全以色列都要得救」，那是神的心意；

但是，仍然是要藉著悔改、赦罪之道。

這兩處經文表面上看是衝突的，事實上有調和之處，

神自然有祂對以色列的計畫，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11

接下去，我們看到牧者跟教會的關係…
二17 一直到第三章，充份表達出牧者對教會的關切還有期盼，二17 直到第三章，充份表達出牧者對教會的關切還有期盼，

首先保羅提到他的計畫，他十分盼望能

再次造訪帖撒羅尼迦教會，可是卻有撒但的攔阻，

但是就算這樣，也沒有防礙他對教會的期盼

然後保羅就敘述他差派提摩太前往探視的原因與結果，

並為教會獻上真切的禱告並為教會獻上真切的禱告

如果二1~16 是保羅的真情告白的話，

二17~三13 就是他的缺席辯護，他沒有去教會、沒去探望他們，二17 三13 就是他的缺席辯護 他沒有去教會 沒去探望他們

他想去，但是他到寫這封信的時候還是不能成行，

保羅為這個作一點解釋。

可以給 17~20一個主題，就是「牧者以教會為榮」。

二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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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願意見你們的面我們極力的想法子，很願意見你們的面。

所以我們有意到你們那裏；我保羅有一兩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擋了我們。 12



這裡我們看到撒但的阻擋。撒但的阻擋到底指什麼？

是指猶太人的阻撓呢？還是說保羅的身體是否有軟弱？是指猶太人的阻撓呢？還是說保羅的身體是否有軟弱？

基本上講，我們真的不知道原因，因為經文沒有講。

但是我們相信，如果提摩太已經被差派去的話，

那麼應該會對教會有些說明。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有些思想—
怎麼樣來分辨聖靈的攔阻，或者是撒但的阻擋？

徒十六 我們看到聖靈（6），耶穌的靈（7），

不許保羅往他自己想去的那地方宣教，然後當他到了特羅亞，不許保羅往他自己想去的那地方宣教，然後當他到了特羅亞，

有馬其頓的異象顯給他，福音就跨過愛琴海，到了歐洲。

很清楚的看到這是神的帶領。

林後十二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

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

保羅為此三次求主，但是主對他說：保羅為此三次求主，但是主對他說：

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這個屬靈辨別就非常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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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聖靈的攔阻、也有撒但的攻擊，

但有的時候，不一定當時立刻了解，需要有一個過程，但有的時候，不一定當時立刻了解，需要有一個過程，

或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印證才能體會。

例如保羅在腓一12~14 他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興旺。

保羅被關起來因為傳福音的緣故，他受到逼迫、遭遇苦難

但是保羅在寫腓立比書的時候—監獄書信的最後一卷，

他被關起來 被囚禁 他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興旺 因為御營全軍都信了主他被關起來、被囚禁，他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興旺，因為御營全軍都信了主

有時人看為苦難，卻成為化妝的祝福，有時不能當時、立刻就顯明，

如果不能立刻明白的話，我們就需要好好禱告，來尋求神的心意如果不能立刻明白的話 我們就需要好好禱告 來尋求神的心意

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推給撒但，因為有時是人自己的心意、作為，攔阻了神的工作

不論如何，我們要相信，所有出於神的，神自己會負責，

不管撒但如何作梗攔阻，神永遠是掌權的主。

當我們真心要明白神旨意的時候，神的旨意就不難明白的。

約七 耶穌說：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約七 耶穌說：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

就必曉得這是出於神、或是我自己說的。 14

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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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祂面前站立得住麼？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祂面前站立得住麼？

神的僕人不是要弟兄姊妹送給他饋送、送他禮物，

更不是要用諂媚的話討人的好，

他乃是把他自己連同他所傳的福音，給了他所傳福音的對象

他心中最大的期盼，我們的盼望、喜樂、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

不是讓你們送禮物給我，而是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不是讓你們送禮物給我，而是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神的僕人為信徒守望、為信徒禱告，但是個人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我們沒有辦法為別人來交一份帳。但是如果信徒是剛強的、有生命見證的，我們沒有辦法為別人來交 份帳 但是如果信徒是剛強的 有生命見證的

而當主再來的時候，是交得出帳的，那神的僕人是何等的感恩、喜樂。

很清楚，他要向神交賬，而他的盼望的卻是盼望弟兄姊妹在交帳時，

是能夠站立得住的。所謂「你們是我所誇的冠冕」，

保羅不是驕傲，而是感恩，因為信徒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

最後 保羅說他所有的盼望 最大的喜樂盼望 是信徒可以交帳最後，保羅說他所有的盼望，最大的喜樂盼望，是信徒可以交帳。

我們感謝主、給我們這樣的學習。
15

天父 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讓我們看到一個服事者的榜樣，

你也讓我們知道：

有一天我們必須自己在你的面前，交我們的那一份帳。

求主幫助我們，在活著的時候，

我們生命常常更新、我們生命能夠有所成長，我們生命常常更新 我們生命能夠有所成長

我們能夠盡我們所能的、

我們來認識你、來服事你。

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我們來認識你、來服事你。

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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