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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二1~8 生命的事奉生命的事奉
1 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的。
2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 还是靠我们的 神放开胆量 在大争战中把 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然而还是靠我们的 神放开胆量，在大争战中把 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3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
4 但 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4 但 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 神喜欢。
5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 神可以作见证的。
6 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7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7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8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 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这这这这这这这保保传福音以以以牧养的心态，带带带的这带带带？

带带带的带这作神仆人的生生与事事。带带带的带这作神仆人的生生与事事。

当然，保罗是一个神的使徒，他是一位神的仆人
其其其其其这主的仆人，其其我我这作我的我我，其其我作人的仆人，

神把这样一个工作，把这样一个事奉心态，或者是职分放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在世上作神的儿女，可以学习如何服事神，如何服事人

「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知道 这 这这这帖帖保帖帖帖帖 一一一四四二1「弟兄们，你们自己原知道」这这这这这帖帖保帖帖帖帖这一一一四四，

这5正正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二2、5 我其也带也，然然三4我带也二2、5 我其也带也 然然三4我带也

所以，，你们知道」这这这这帖帖带也一四次。

还也，，神是见证」带也一二四。

二5b 这这我这以作见证的
二10 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

这在在在在这在也我在保保保保的身份还也工作也质疑？这在在在在这在也我在保保保保的身份还也工作也质疑？

但是保罗他爱神爱人的行事为人都经得起考验。

所以，这这这这在在，其其在我我保保的真情告白。

个传福音的人 你要会传 你要有道可传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会传，你要有道可传

也不要把自己高抬了，我们不过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此此，其其这在在在，应应作这应也真性情的我，此此 其其这在在在 应应作 应也真性情的我

有的时候，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

有的时候，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

在其其当当一这的主主之然，

其其带这我带也以生生的真性情。

在其其当我第二第，

保罗稍微说了一下他自己的心境

事其事这字在字字其其这以我在—
保罗如何爱他所传福音的对象，

保罗如何爱神的儿女



二1~4我我保保的宣在之宣。

二1，弟弟其 你其自己原晓得 以他，自己二1，弟弟其，你其自己原晓得」，以他，自己」，

其实讲「你们晓得」就好了，再加上一个「自己」，

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是 个非常强调的语气

这9，因因以其自己已经报明」

这这是的，这这是帖然的前应。

「你们」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一个对象

「你们自己」就更强调了他们的经历，是他们自己第一手的亲身经历

，你其你你你你你其其进到你们那里」，

这这保保第三四提我以带提福音的音消消我一这应到在，

这5其其的福音传我你们那里

这9其其这我是进我你们那里

二1你其你你你你你其其进我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的

保保很很很的很，福音的工作我这徒然的。因带带我这保然的？

因因这靠我们的神！靠神带我在保然，这主带就也保然，因因这靠我们的神！靠神带我在保然 这主带就也保然

靠提我所作的这所其也果效，其也恩典。

如果我知道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是耶和华看守城池，一切就会有果效；

若只是我来建造，只是我来看守，那就必定会徒然。

二2保保提我这腓立比被被当被，这这我这帖这这生的事，记记记 保徒徒。

但这苦难我不不拦拦传福音传的传传 因因这应我这匹匹之匹；但这苦难我不不拦拦传福音传的传传，因因这应我这匹匹之匹；

如果这是匹夫之勇、逞一时意气：

，看我多会传福音，看我的工作多有果效」，看我多会传福音，看我的 作多有果效」

那么碰到了拦阻，碰到了挫败，必会往后退

保罗传福音不是用高言大智、智慧委婉的言语，

而是靠着主所赐的能力和勇气而是靠着主所赐的能力和勇气

保保曾这迦玛列门下当在，这知识份子，这学者，更这以很这神学家；

他作神学家的同时 他是布道家他作神学家的同时，他是布道家
他作神学家、布道家的同时，他是一个牧者。啊，真是让人羡慕！

这保保的生生在在，我所建造的这非非的美。以当当我神以的能力、勇气，

以在福音也确信，以靠提圣灵，以靠提我的权能，把福音这一这一的，带这带传传。以在福音也确信，以靠提圣灵，以靠提我的权能，把福音 一 一的，带这带传传。

在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的前一站，保罗与同工是在腓立比被害受辱，

但是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城

如果单从保罗三次的宣教旅程、加上第四次往罗马上告该撒来看，

就也这四这没没没没的，其这实实一音好音好的好好，

但这保保却却却却却靠提主的恩典 忠宣的把福音传带传但这保保却却却却却靠提主的恩典，忠宣的把福音传带传

我一帖帖保帖帖依然这正此，正如这应在在实实经经经，保保这首首实实大争战。

其其我我这帖到，保保正如如在许多拦阻，甚甚记以必必离开这应到这；其其我我这帖到 保保正如如在许多拦阻 甚甚记以必必离开这应到这；

在在我这这经经经在当当一福音。因此，保保保传以然，

正如这应到在的犹太人继继诋诋保保，甚甚影影在在在在的影保，

很：，保罗，你就这么走了，难道你不顾念我们吗？

你说要回来，为什么你迟迟不回来？

你的工作到底是为自己的名和利 还是真实的爱我们呢？你的工作到底是为自己的名和利，还是真实的爱我们呢？」

这不在却带在也这可这是的诋毁、暗讽、各是负如的他负临我保保。

保保我带很带？保保强强，这应宣教者，以传福音这也很很、纯正的动机。

二3其其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二3其其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这个信息是真真确确的，不是出于污秽

保罗的动机纯正是可以被察验的；他传福音不是用诡诈，乃是光明正大的

不像主耶稣在太廿三责备法利赛人： 「你们勾引人入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

保保很很以所传的这从主领受的的的，以所信他所传；以所传的我正这他所信的。

因此，保保如在所也这所的毁谤，还这以挺然挺挺，因此，保保如在所也这所的毁谤，还这以挺然挺挺，

因因以很很很因因这应福音的权柄这是神挺带，以所当当的福音这完全的。

其其非也传福音的的在，我训练弟弟弟弟传福音、安安安安安安、初影初带初初初。其其非也传福音的的在 我训练弟弟弟弟传福音 安安安安安安 初影初带初初初

求主帮助我们对福音的内容，不单是自己清楚、明白，能够这样传讲出来，

也能够带领、培训、装备圣徒。弟兄姊妹，如果有传福音的机会在你面前，

千万不要说「我跟你约时间到教会，请我们牧师跟你谈」，

机会就在眼前，稍纵即逝，要清楚的传讲、勇敢的作邀请：

「你愿意相信耶稣吗？现在可以作一个决志祷告 」「你愿意相信耶稣吗？现在可以作 个决志祷告。」

这应这在在保应应这也的装备、把握。



在记你所传的福音，你很很吗？你明明吗？

这应这这被在被，这这当安安。甚至至其其你你很：这应这这被在被，这这当安安。甚至至其其你你很：

如果我只传耶稣基督拯救你

却不清楚告诉对方，你要认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作你生命的主
那很这不这福音的福福事，你还这这认认你更清楚、更全备。

耶稣基督当然是救主，以救其其，以洗洗其其的我，以与其其同这，

任何时候有困难 我们祷告 他都帮助 救我们任何时候有困难，我们祷告，他都帮助、救我们，

他真是把我们从苦难中、从罪中拉起来。

但这，正如其就也没我好好、苦好带？其这所其很没安、其很没都带？但这 正如其就也没我好好 苦好带？其 所其很没安 其很没都带？

耶稣在哪里、我把他放在哪里呢？你如何看待这位主呢？

在然我这！我不其顺利的却的，或这碰我逆境的却的，

这在这在事在事，这生生的在这应在这，以永远是主，

他是带领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救赎主，

他是创天地宇宙万物的创造主 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是创天地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是我生命的主。

保徒9得救的这在事：你你口在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所以，传福音，其其这传得清楚。我这只这很：所以 传福音 其其这传得清楚 我这只这很：

，来信耶稣啊，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
正如其其只他喜乐平安福音，挺是带我不不不我：罪、十字架、宝血、救恩，

这样的福音内容与他的本质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样的传与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勾引人入教有甚么差别？

保保在以所传的福音这非非的有把握保保在以所传的福音这非非的有把握，

以很：他传福音不是出于错误，那个信息是百分之百真确，

他的动机不是出于污秽，不是要在人身上讨什么好处，他的动机不是出于污秽，不是要在人身上讨什么好处，

也不是用诡诈，勾引人入教，然后让他成为地狱之子。保罗不是这样。

保保我曾在哥林多教会的影保的明：其甘宣甘甘因你其的灵灵费费费费，

你其却也我很其这诡诡，一宣心牢牢你其。

保保服事我其还在如在这是的毁谤。

所以 我们有的时候服事主 遇到 些困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服事主，遇到一些困难，

其实也是神允许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成一些建造的工作。

二4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弟弟弟弟，上帝验中了你，上帝也把责任、使命托付给你；

上帝验中了我，上帝也愿意将他那美好的心意让我明白。

感感这，，验中」，这这这应非非非非的字，

，验中」跟然如的，察验」其其这前后呼应的。

，验中 带这测测 带这检检，验中」带这测测，带这检检，

这个检验的结果是合乎标准的

，验中」并我初记，配得」，我检在其其，并我并并我们配得，验中」并我初记 配得」 我检在其其 并我并并我们配得
也并不表示，神验中我们，是他认为我们合适，

而是在他的心意中，我们将要被他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

我我这保保很我验中以，保保我很我托付以。

加二7这托我传福音神那给当给给的我。

林帖林17其你甘宣作这事，带也就就；林帖林17其你甘宣作这事，带也就就；

你我甘宣，责责却却实托付我了。

其其也的却的很：主啊，我是何等不配，何等软弱，何等渺小的人，

但你把神国度这么大的工作托付在我这个小小的人身上。但你把神国度这么大的工作托付在我这个小小的人身上。

事上的眼眼，看中我们，比其其我你你更经、更更、更更、更更。

我们看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当我们想到上帝，在他儿子身上为我们成就了多大的恩典，

只也感感，再四把你你把这主的祭坛事

保保很很很 我必必很非非的如在这是验中和托付保保很很很，我必必很非非的如在这是验中和托付，

因此他说：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

加这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加 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 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林前九22 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向甚么样的人 我就作甚么样的人 论如何总 救些人向甚么样的人，我就作甚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这这这实这我看看看，但其但事这一其我看看。

 方面保罗为主得人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一方面保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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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我察验其其的宣，我的眼神遍察全地，这显经不帮帮帮以宣心心其的我。

我这察验其其的心，以却却他检我的心肠肺腑。我这察验其其的心 以却却他检我的心肠肺腑
保罗不单是深信他自己是这样，他的同工也是这样，

他与同工的宣教动机、宣教热诚、行事为人，都经得起神的察验。

1~4保保的宣教之心
5~6这以的牧养之情，以及他仆人的生命
5~8保保放放放都，与我分分福音的同却，以带分享了自己5 8保保放放放都，与我分分福音的同却，以带分享了自己

保保好四以以你你的亲亲实实，带来其以他的这我这谎言，我这假话，

因因以很：，这是你们知道的。」因因以很 这是你们知道的 」

二5因因其其是带就也一因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
其也就也他因逢迎拍马的话？其也就也因提为你其的为为他可甜言蜜语带？

你其应应因因啊！

但但这但如，，我就也藏提藏宣，这这神可以作见证的。」

在言语中他有没有谄媚 弟兄姊妹可以作见证在言语中他有没有谄媚，弟兄姊妹可以作见证

他心里有没有藏着贪心，他相信神就是见证人

其应我很为为，藏」这应字，贪心带这藏这在如的，

真的 那怕是一点点 有就是有！真的，那怕是 点点，有就是有！

保罗以一，不可贪心」在作律负律生的这应的的：贪财这是是之是，

圣经里有关「贪」的警诫；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

这这但他，藏着贪心，谁就也藏提藏宣？

贪心不一定要贪大的东西，很可能只是一只笔、一张纸，

这些东西都是隐含在心里面 讲出来都不好意思的这些东西都是隐含在心里面，讲出来都不好意思的。

因此，在然这把把藏你音音的，至不我我我让；但这神知道，神晓得。

保保他，藏」，因因以我这我，以我这谨谨这是的事。」

二6其其作在在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一个真正的事奉者，会宝贵神的验中、神的托付，

他放下权力，在凡事上把荣耀归给神

以很很很因因你你的位份：以很很很因因你你的位份：

我不单是神的仆人，我更因着耶稣作人的仆人

保保我很我体，也牧人的的宣的，

这你其在字心 存 正 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7-8这你其在字心宣存存，正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性命这这应这但，把它它的这感感和甘意，

指的是使徒不单愿意为信徒放上自己的性命
更有一种听凭你支配、毫无保留的意思—

我把我自己给你
所以 这应，给 带这与在但分享福音的同却 我带分享了自己所以，这应，给」，带这与在但分享福音的同却，我带分享了自己。

弟弟弟弟，福音跟其其的生生，跟其其这应我这我不分传的，

你不可能说：福音是一块 我是我你不可能说：福音是 块，我是我，

因为福音已经融化在我们整个全人里面。

在保保很以分享福音的同却，

以这把自己分分带传。这的这非非的非！

天父，，

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所显示出美好的生命，

也让我们看到了榜样；也让我们看到了榜样；

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

不单服侍你、也服侍众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禁得起你鉴察的，从里到外；

求你让我们心中有纯正 手中有巧妙求你让我们心中有纯正、手中有巧妙。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