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第五課第五課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第五課第五課……

牧者與教會牧者與教會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1

帖撒羅尼迦前書三1~6
牧者與教會牧者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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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你 裡的時 先告訴你 我 受患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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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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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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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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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地想見我們，如同我們想見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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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三7~13
牧者與教會牧者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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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晝夜 地祈求 要 你 的 補滿你 信 的10 我們晝夜切切地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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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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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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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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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5 牧者以教會為念。保羅告訴信徒說：

他打發提摩太去探訪他們的目的，是堅固、勸慰他們他打發提摩太去探訪他們的目的，是堅固、勸慰他們

也提醒他們，雖然他們是在大爭戰中建立起的教會，

雖然繼續受到被逼迫之苦，但為主受苦、受患難是命定，

因為我們蒙召原是為了受苦

徒十七 保羅與同工離開了帖撒羅尼迦、就到了庇里亞，

因在庇里亞又碰到擾亂因在庇里亞又碰到擾亂，

保羅就先被送到雅典，西拉跟提摩太還留在原地。

之後，西拉、提摩太也到了雅典跟他相會。西 了

會合之後，提摩太就被打發到帖撒羅尼迦，西拉有可能被打發到腓立比。

徒十八 保羅在哥林多的初期，他們兩個就回來。

三1~2 我們既不能再忍，就願意獨自等在雅典，

打發我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執事的

（小字說是與神同工的）提摩太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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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字說是與神同工的）提摩太前去，

堅固你們，並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



這裡用了「複數」的代名詞「我們」，我們是誰呢？

就是保羅跟西拉，他們就差了提摩太去探訪、慰問就是保羅跟西拉，他們就差了提摩太去探訪、慰問

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

也有一種說法，「我們」，保羅其實是講「我」；

三5 又出現了一個「我不能再忍」

外在的環境上，保羅與信徒分離、不知道他們的情況，

也無從堅固他們的信心 在內心的感受上也無從堅固他們的信心，在內心的感受上，

他就非常地懸念他們，很想再見他們，這個心情非常的強烈，

因此他說「我不能再忍、我們不能再忍」，我不能再忍 我們不能再忍」

也就是不能再等下去了。

所以差派提摩太回去，探訪的目的是要堅固與勸慰信徒，

提醒他們受患難原是命定，

保羅盼望他們不要受到誘惑而站立不住。

因為神若預定我們藉著主耶穌基督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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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若預定我們藉著主耶穌基督得救，

相對地，祂也命定我們受患難，要我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保羅一再表明，苦難也是信徒所必須經歷的，

因為我們所蒙的恩裡面，信服基督、為他受苦，這是分不開的因為我們所蒙的恩裡面，信服基督、為他受苦，這是分不開的

這樣的心態，保羅在寫腓力比書 的時候，也有非常清楚的記載—
腓一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且要為他受苦。

三4 一開始，原來有一個「因為」，也解釋了上一句，

三3b 「因為你們自己知道」的「因為」，三4 沒有翻譯出來

羅解釋為什麼 徒 應該被這 患難搖動保羅解釋為什麼信徒不應該被這些患難搖動呢？

同時他也解釋了他在三4 最後所說的「你們也知道」

由此可見，保羅、同工，他們不只一次的向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由此可見 保羅 同工 他們不只 次的向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

預告了必受患難的這件事，這個教會也的確經歷了許多的逼迫還有苦難。

三5 保羅再次強調他不能再忍了，「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發人去」，

他一連兩次講到他不能再忍，他是那麼的懸念信徒啊！

到底保羅擔心的是什麼呢？三5 他擔心：

我不知道你們的信心如何 我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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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們的信心如何，我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

我們所作的工是否白作了呢？這是保羅的擔心。

保羅關心各地他所建立的教會，曾打發提摩太往哥林多、腓立比，

以巴弗提回腓立比，推基古、阿尼西母往歌羅西，推基古往以弗所…以巴弗提回腓立比，推基古、阿尼西母往歌羅西，推基古往以弗所…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被堅固，我們的信心需要被扶持、被安慰，

特別在苦難來臨的時候；當我們的心落在低谷的時後，

我們真的很需要有人在我們旁邊來堅固、來勸慰我們。

很久以前有一個推銷電熨斗的電視廣告，

簡單 有 彎彎 線鏡頭上很簡單地只有一條彎彎曲曲的線，

當電熨斗一經過，那個被燙過的線就直了，

前面沒有經過到的地方還是彎彎曲曲的。前面沒有經過到的地方還是彎彎曲曲的

如果我們去安慰受苦的肢體，他那糾結的心就會被主的話語來撫平。

我常常在與人交通的時候，一方面聽他的難處，一方面心中默禱，

禱告什麼呢？「主啊，給我一句話。」因為雖然聖經中有許多神的啟示，

但是現在他最需要哪一句話？有的時候，聖靈給的那一句話，正是他的需要；

簡單的 句「耶穌愛你 不要怕只要信 立刻就讓他的心平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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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一句「耶穌愛你、不要怕只要信」，立刻就讓他的心平靜了。

神的話是活潑有功效，進到我們的裡面，軟弱就變成剛強，懼怕就轉為勇敢。

弗三16 (保羅為教會的禱告)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

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因為我們心裡的力量，也就是裡面這個人如果不剛強，

我們外面裝得再剛強也沒有用！

保羅差派同工提摩太去勸慰、堅固信徒，

並且告訴他們說：「患難原是命定的」，

就像 「我們蒙 為受就像 彼前二21「我們蒙召是為受苦」。

求主保守我們，「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

這個搖動，原來的意思是指狗的搖尾乞憐，這個搖動 原來的意思是指狗的搖尾乞憐

諸般患難把信徒打倒了，失去了見證，這是保羅所不願意見到的。

帖前一4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並不表示已蒙揀選的人，不需要保守自己，

或說不需要追求信心堅固、站立得穩；

很多時候我們也需要別人的扶持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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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們也需要別人的扶持、幫助。

因此，神的揀選與人的責任，並不是互相排斥的；神的揀選當然是先決的條件。



提摩太帶回好消息以解保羅的懸念，

不但是他們信心與愛心的見證，沒有受到誘惑者的誘惑，能站立得穩，不但是他們信心與愛心的見證，沒有受到誘惑者的誘惑，能站立得穩，

而且記念、切切想再見保羅。

這樣的心聲，提摩太帶回來以後，保羅非常的安慰，

他知道他的勞苦並不徒然，他不但以教會為念、更以教會為樂。

三6~10 牧者以教會為樂。提摩太回來報了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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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用一個互動的說法—保羅用 個互動的說法

提摩太回來，帶回來好消息，解除了保羅的懸念

不光是他們有信心，他們有愛心，

他們沒有受到惡者的誘惑，他們站立得穩

而且他們還記念使徒，切切想見使徒

使徒的勞苦沒有徒然 作神的僕人服事主不是要別人送很多禮物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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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勞苦沒有徒然，作神的僕人服事主不是要別人送很多禮物給你，

而是看到信徒靠主能站立得穩，就是事奉者最大的喜樂。

約翰二書、三書，使徒約翰說：我見你們能夠遵行真理就甚歡喜。

信徒按真理而行，能使神的僕人得著最大的喜樂信徒按真理而行，能使神的僕人得著最大的喜樂

我相信，所有神的僕人最大的喜樂就是看到信徒能夠

站立得穩，信心剛強，而且生命不斷的成長

保羅的事奉觀是為基督、為他人。

他因著愛神、愛人，作了這麼多的事，寫下這些書卷，

從保羅書信裡面帶出來的信息是：你要對神守住信心，對人守住愛心。

你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強調你多有信心

你也不需要告訴別人：我一天為你禱告七次，你就是為他禱告就好了你也不需要告訴別人：我 天為你禱告七次，你就是為他禱告就好了

但是，愛卻是永不止息的。對神守住信心，對人守住愛心，

我相信這是作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個體會。

加五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

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

在新譯本 就是 「惟有那藉著愛表達出來的信才有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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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譯本 就是：「惟有那藉著愛表達出來的信才有用處。」

作在人的身上是可以進到人心裡頭的，是藉著愛、所表達出來的信。

保羅因為提摩太帶回來的好消息，心中得著了安慰，特別講了一句話，

三8 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這句話太美了！三8 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 我們就活了 這句話太美了！

真是完全展現了保羅作主僕人的愛—他甚至情願與信徒同生同死，

林後七3 我願意與你們同生同死。

三8 他以信徒的堅定不移作為他個人的生命氣息。

要「靠主站立得穩」的勸勉，常出現於保羅書信中：

林前十六 在真道上站立得穩林前十六13 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加五1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腓一27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腓四1 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腓 27 知道你們同有 個心志 站立得穩；腓四1 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與這一段同樣的情境也出現於林後七6-7 提多帶來

哥林多教會信徒悔改的好消息，使保羅的心得著了安慰與喜樂。

他既以為父心腸對待信徒，他的心就如同父母般記掛在兒女身上：

林後十一29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林後七3 情願與信徒同生同死

11

林後七3 情願與信徒同生同死。

所以他以信徒的堅定不移為他生命的氣息。

三8 前面有一個「現在」，沒有翻譯出來，強調「活過來」的意思。

現在，如果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過來了。現在，如果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過來了。

因為保羅的生命是與信徒屬靈的情況是連在一起的，他是天天為眾教會掛心，

常把信徒放在心上，因此信徒的軟弱讓他憂慮，信徒的悔改、長進，讓他得著安慰。

保羅的意思是：我本來想念你，我擔心你，好像我的生命有受壓的感覺。

現在，提摩太回來，報告了好消息，因著這好消息，我確認你在信心裡堅固了、

你在基督裡的腳步沒有後退 沒有軟弱 所以我整個人活過來了。你在基督裡的腳步沒有後退、沒有軟弱，所以我整個人活過來了。

作為主的僕人，我看到這句話覺得很慚愧；保羅很了不起，保羅真的是神的好僕人，

可以作每一個事奉者的好榜樣，他跟信徒的關係是這麼密切！可以作每 個事奉者的好榜樣 他跟信徒的關係是這麼密切！

信徒的光景，跟他連得這麼緊！我們體會到保羅說：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你軟弱，好像我也軟弱了。

當然，保羅不是一直在軟弱裡；但這個描述讓我們體會他愛信徒的心。

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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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為這 切喜樂，可用何等的感謝，為你們報答神呢？

在這地方，保羅有詩一一六12 的感受：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相同的動詞「我們感謝」出現於一2；二13；三9。

帖前描述教會過去與現在的分水嶺是在三9，帖前描述教會過去與現在的分水嶺是在三9，

三10之後的祈願、盼望（三11-13），

一路所帶下的就是朝向教會的前景而發展。

三10 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

這個地方，我們思想所謂「信心的不足」，應該就是接下去

第 五章 保羅說要更加勉勵的那些部分第四、五章，保羅說要更加勉勵的那些部分。

保羅雖然是為著信徒們的信心與愛心的好消息，得著了安慰和喜樂，

但是保羅也要為他們其它的缺乏，但是保羅也要為他們其它的缺乏

或其它要注意的事情，在下一章提出清楚的教導。

三11~13 是一個禱告、是一個祈願，牧者以教會為盼。

有三個期盼：

期盼再相會，不只是寫信，讓我們見面吧

期盼信徒的愛心能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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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信徒的愛心能夠增長

期盼有一天信徒有豐盛的生命，可以向主交帳

帖前的末世論非常清楚，幾乎在每一章的最後

都會看到「等候主再來」、「向主交帳」的話語。都會看到 等候主再來」 向主交帳」的話語

基督徒的末世觀如果清楚的話，就決定了他活在世上的

人生觀、生死觀、金錢觀、婚姻觀等，

所有一切生活態度是因著他的末世觀而決定。

等候主再來的信息：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一10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

二19 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

三13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三13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

神的僕人期盼信徒生命能夠成長，當等主再來的時候能夠歡然交帳。

保羅像父親，像母親，作了很多的事；但是我們印象更深刻的是保羅的生命…
他分享福音的同時，就分享了他自己；他活出福音的時候，就活出了他的生命。

今天的教會看重很多工作，也發展很多的工作，大家都很忙；

有時 「 麼 專 「做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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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時候，不知不覺的，我們忽略掉「是什麼」，只專注在「做什麼」。

「做什麼」很重要，「是什麼」卻應該永遠擺在最先，因為事奉就是傳遞生命。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 我們感謝你

我們看到一位服事者、一位牧者，

他以教會為念 他以教會為樂他以教會為念，他以教會為樂，

求主幫助我們，提升每一個服事同工的生命、靈性，

我好讓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夠做到你的心上，都能夠討你的喜悅，

都能夠幫助信徒的成長。

讚美主，把一切榮耀都歸給你。讚美主 把 切榮耀都歸 你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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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