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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与问安概论与问安

查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五、帖撒罗尼迦后书—三五。

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保在 AD50，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中中中中中中，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帖撒保尼迦是在马其顿的东部，也是在爱琴海的西北，

是马其顿最主要的一个海港

王良玉院长

是马其顿最主要的一个海港

这个城是马其顿王所建立的，马其顿王叫做加散得，

他在当时曾经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很重要将领，

帖撒罗尼迦就是他在 315BC中中中

为为为为帖帖保帖帖呢？

个 其 王后 是因为这个马其顿王，他王后的名字就是帖撒罗尼迦，

帖撒罗尼迦王后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
 148BC，马马马被保马并并，成为保马中的我省， 148BC 马马马被保马并并 成为保马中 我省

帖撒罗尼迦就成为我我就中省就中首都

帖撒罗尼迦城占占占占中占占占占，

它是行政中枢 是交通的要塞 它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它是行政中枢，是交通的要塞，它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心。

我我我这这的我这这这这中犹太社群，以以犹犹这中会堂，

而会堂事实上就是福音在帖撒罗尼迦开始的地方。而会堂事实上就是福音在帖撒罗尼迦开始的地方。

接接我我我接我我中中中中中建建…
徒徒徒1保保的保三我安息日，在会堂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传讲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中以这这所保保在我我我这在这三三三我三三；

可是，也这这也为这不。

为为为这不呢？

这可有有 三我三 这可有有我三 三三只是中会中会会这可有有、三我三，这可有有我三，三三只是中会中会会。

帖帖帖9他是辛辛辛辛辛辛作工，
他必须要亲手作工养活自己。

这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长期的计画吧。

腓四16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腓立比与帖撒罗尼迦中中中中的有○公这，距距距距中。腓立比与帖撒罗尼迦中中中中 有○公这，距距距距中。

在这种情况当下，三个礼拜是不是时间太短了呢？按照当时教会建立的情况，

那可能需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这不不不，我这是的这这这，

可以可我我占可我我中中被中中中建建。

保保中同工是西西 提提犹保保中同工是西西，提提犹…
西拉，马其在使徒使使徒五五我我接三他中我我，

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圣经形容他是个先知。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 个领袖，圣经形容他是个先知。

在耶耶帖耶中耶之之，

西拉还这被还为巴帖巴中犹大，受中中中受受，

跟保罗和巴拿巴一起，把耶路撒冷大会会议的覆函，

就是给外邦教会的回信，一起带到安提阿
后来 保罗就邀请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后来，保罗就邀请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

跟着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



西拉中我我是亚兰文，耶加在使徒行传用中，就是西西；

但在保罗书信里面 讲到西拉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罗马的名字 叫做西尔瓦诺但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西拉的时候，他是用 个罗马的名字，叫做西尔瓦诺，

保罗在写西拉的时候，他是用希腊文的这个字。

中以所所所，马其西拉跟外在中世世也距这也中接也中，

至这至接三他至至耶路撒冷大会的信，去三外邦、外外中中中，

至就你你他你你就跟外外中中这接也。

提摩太是耶路路中的民 父父是是是这 母父是犹犹这提摩太是耶路路中的民，父父是是是这，母父是犹犹这，

中以所至犹犹这中犹犹我所，他合法中法就是犹太人，

可是他没这受没三，中以，保保就为他使占没三…可是他没这受没三 中以 保保就为他使占没三…
在保罗书信当中，有提摩太前、后书，虽然我们找不到提摩太说话的记载，

可是对提摩太了解还蛮多的，为什么？因为保罗描述他很多

提摩太 性格 胆怯提摩太这个人，在性格上好像比较胆怯一点，保罗就一直鼓励他，

让他的信心可以坚固，让他的恩赐可以发挥，让他不要怕为主作见证。

中以，对提摩太我我这这这，保保还他为在主里的儿子中以，对提摩太我我这这这，保保还他为在主里的儿子

我三我这这这双重文化中建建。中以，他我在外邦、外外使传传，马其距合其中。

帖撒罗尼迦中犹太人在帖城扰扰还这扰，又跟至保保三占庇哩亚，

于是于于我只于于保保送三雅典。于是于于我只于于保保送三雅典。

之我西西和提提犹就三占雅典，跟保保中中。

不久，提摩太立刻又被打发回到帖撒罗尼迦，

西拉可能被打发到马其顿，有可能就回到腓立比。

我这，有我这又被两两两去，各这这各中使各。

徒徒徒5西西和提提犹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他们回来了徒徒徒5西西和提提犹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他们回来了。
帖前三看到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回来，

报告了教会的情况，让保罗非常欣慰。

以以可以可我我占可我我中中被建立中建建。

写作时间中的的，大大是 AD51，
就是保保在哥哥哥中的的（保保在哥哥哥这的这有中有中）。

西拉、提摩太从外地回来，

特别是提摩太刚刚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回来 他向保罗报告 些教会的事情特别是提摩太刚刚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回来，他向保罗报告一些教会的事情，

于是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这这这五章，

的三三五 基基以是基保保跟他我中过往， 三三五 基基以是基保保跟他我中过往，

第的五 保罗的感恩…
帖、三 保罗为自己有一点点的辩白，还有对教会的悬念

第三五 开开保罗就教导他们

在生活上、在道德上、在各样事情上该注意的地方

第五五儆醒等候主再来第五五儆醒等候主再来

「末世论」我我这这这这，在帖前是徒就是是中。

这一卷书信，它每每在一个大段落之后，这 卷书信，它每每在 个大段落之后，

就会特别提到等候主来，譬如：

一10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二19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三13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三13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四17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五23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五23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几几是在几的五，我我这可以我我接我，

在的我在在的我在在在在之之，就中接三

要等候主再来，仰望主再来，要预备自己

然后迎接主再来的信息

因此「末世论」中在在是的的我我中。因此 末世论」中在在是的的我我中。

保罗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我的这这这呢？

当当我我当当基三所，

是根据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口头的报告，

但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有几点一起来思想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有几点一起来思想…



1.中中虽当虽虽占严严中迫害，但是他我但当有扰对主坚固跟忠心。

这样的主题事实上就在 帖帖 ，保罗说他非常安慰 他很高兴 他很感恩这样的主题事实上就在 帖帖的，保罗说他非常安慰，他很高兴，他很感恩。

二13以后这些弟兄姊妹、门徒们受到本地人的苦害，的确为着福音而受苦。
保罗要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保罗也为此而感恩。

2.因至我我我这中犹犹这对保保中暗暗以毁毁，当保保跟他中各同距开之之，

还是继继在继这继继，继继在继这所的说这其在中说。

暗他我对保罗的暗讽是：至接，他逃掉了、他跑了。
但是帖17、18我我极极中在法极，你愿愿我至我中在⋯

我保保这的有有有去，只是撒但拦阻了我们。我保保这 有有有去，只是撒但拦阻了我们。

城里的犹太人又说：你看，他跑了、他怕死，他说就要回来，却迟迟不回来。

甚至还怀疑保罗在传福音时候的动机：保罗是为著名，为着利，就好像当时

希腊社会到处推销宗教，到处在那里传播自己思想的那些巡回讲师。

他我也为，至保保这不就是我这，至中使为不值得人来尊敬。

因此 保保在对我这暗讽跟毁谤中有的因此，保保在对我这暗讽跟毁谤中有的，

帖1~12他做了一点真情告白，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十分感动。

3.生活以中中上。在对这你不不不中的的，保保提提这徒：

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你要分别为圣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要分别为圣，

神的旨意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沾染污秽，而是要成为圣洁。

四1~8 保罗处理这样的一件事。

当有中中这说这安安占，但是他我对安息的人中的的，

以以耶稣再来中有的，我说这三这中不不呢？

他们 太了解 或者说 他们需要清楚的教导他们不太了解，或者说，他们需要清楚的教导。

因此四13~五11 处理耶稣再来的问题。

4 穿穿在马中中，4.穿穿在马中中，

四09~12 有彼此相爱，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之类的。
五12~28 对管理你们的人，你们要敬重他，

对不守规矩的人，你要怎么样，
对软弱的人，你要怎么样；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中以就这的说所于不不为人、作神儿女中规规。

保保写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这这中的这这，这不不五五中的的，

但是他有处处中处这的的中哥，保罗在在对我说处这中有的，但是他有处处中处这的的中哥，保罗在在对我说处这中有的，

他是如何处理的？

他是如何靠主来得胜的？

这不是他我这被毁毁中会的，

如果以个人来看，那事情还算小

但是这有但但保保是神的使徒，但是这有但但保保是神的使徒，

如果质疑神的仆人的品格以及传福音的动机，

更往里看，其实就是质疑神的福音的正确性

中以，保保在处处你哥处这中有的，

我这这中五五短短中的可以至的我我，

这但是占可当有保保与我我中中于于与与彼此密密中所密—
他对他们的想念，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忠心、信心和爱心来感谢

更是借着这样一卷圣经 让我们可以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是借着这样 卷圣经，让我们可以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以致于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可以更坚定我们的脚踪

保罗 西拉 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前言、问安：

一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归与你们。愿恩惠、平安归与你们。

保罗提提各同，在这这这在，的的跟同工的一一我，

在保保徒三这这这当中，在保保徒 这这这当中

只有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教牧书信，就是提后、提前、提多书，

总共五卷是保罗单独署名
另外八卷 是与同 起来署名另外八卷，是与同工一起来署名

在保保早期这这当中，他他他只提教会中我我，

之之比比晚期中这这，他中对教会的成员哥这有有。之之比比晚期中这这，他中对教会的成员哥这有有。

例如：

罗一7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
他中这的说对写信对象中有有



在这中安的之接，这三个宣教士中一所中所所的的合其在外邦中外的使传传。

保罗在书信里 他有时候讲「我们」 看上下文的文理 会有不同的解释保罗在书信里，他有时候讲「我们」，看上下文的文理，会有不同的解释，

这些人是与保罗的工作有份，但在写信时，并不代表他们有份于写信。

中以，我的这这这，是保罗在短在在在接，中所接我中的我但记。

我我也接我你我我中的我说：

「写这的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教会 城写这的帖帖保帖帖教会，这是的继我城
在父这和这耶主基主这中中中，他中基中教会是人的集合。

当然 我们要知道 教会本来就是信徒的集合。当然，我们要知道，教会本来就是信徒的集合。

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是强调教会是当地信徒的聚集

他用的我我密他「在」，赋赋耶稣基督这的的崇高中外占。

中以在第的所，保保中基主基，「耶稣基督是主」，

这是保罗在大马色特别的经历当中，降服于神的时候，

神打开他心里的眼睛 让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主神打开他心里的眼睛，让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主
中以，我密他「在」是显两，他于主、于神视为是同等、同尊、同荣的。

一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教会是在父这和这耶主基主这中中中，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归与你们。

教会是在父这和这耶主基主这中中中，

而从父这和这耶主基主这极大中祝福的他中他他，

继为那「恩惠平安」，

恩惠是希腊文的问候语，平安是希伯来文的问候语，

合在一起，保罗给了它神学的意义。

字恩惠我我我马其跟喜乐是各的我字源中，

有什么事带来极大的恩典，同时让我们享受极大的喜乐呢？

当然就是救恩！当然就是救恩！

因此几的占这耶主中这，这是都受救救之传、享受救救之救中这，

感谢主，这就是福音，已经作成在我们生命当中了。命

所以「恩惠、平安」不是一个普通的问候。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从你那里有恩惠平安的祝福。

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
不但让我们看见保罗与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不但让我们看见保罗与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

也让我们借着查考这一卷书信
认识你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

我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