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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弟兄们 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 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 人受累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9~20 感恩与想念感恩与想念
09 弟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 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10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 神作见证。
11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12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 神12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 神。
13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 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 神的道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 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弟兄们 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 神的各教会14 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 神的各教会；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15 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 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
16 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

神的忿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17 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

我们极力地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
18 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挡了我们。
19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甚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20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2

二1~8看看保保牧人的心肠、美美美品品、见见，经经经神的鉴察。

二9~12看看保保「仆人的榜样」，二9 12看看保保 仆人的榜样」

保罗在这个地方也陈述信徒们对事奉者的记念，

就好像他在这封信开始的时候说，信徒们信望爱的见证。

二9 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也同同同同在在在在8。
可可保保不不在在帖保帖帖帖在帖帖帖，因因因因必须要去作工，

来养养养养 甚甚甚甚同同美同同来养养养养，甚甚甚甚同同美同同。

但是保罗为什么在帖前中，完全没有提到从腓立比教会接受馈赠的事呢？

腓四16 就算我在帖撒罗尼迦 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供应我的需用腓四16 就算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供应我的需用。

保保接接腓立比教会美甚的，因为为在为帖为为一一一一一甚？

可能那个供应不足全部的需要，

或他在帖撒罗尼迦作工，然后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应，

会不会让帖城的信徒觉得亏欠呢？

林在林1 2其其马其顿的教会是非非非非美林在林1~2其其马其顿的教会是非非非非美，

所以保罗可能有意体贴他们，所以就完全没有提这件事
3

徒徒林1~3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投奔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

他的行业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织帐棚的。他的行业跟他们是 样的，他们是织帐棚的。
有些帐棚是用山羊毛的粗布来织制的，

那是保罗家乡本土的东西

但是当时大多数的帐棚是皮革做的

所所所所所是造帐棚美的，也可所也所是一帖皮革工人。

不不是不粗粗美粗粗粗或或是皮皮 保保在为帖为为不不是不粗粗美粗粗粗或或是皮皮，保保在为帖为为，

因为同同及因养养同不美的的，就就织织织，

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有一些时候是带职服事。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有 些时候是带职服事。

当当，我我我经保保是所传传传因为，

因织织织美的美，9免经免所我一免接受。

这个地方，因着马其顿教会很苦

帖城的人虽然有一些尊贵的妇人，但是大多数还是作工的
所所 保保因为同同美的的 也不受为不不免美的的所所，保保因为同同美的的，也不受为不不免美的的，

就辛苦劳碌、昼夜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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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美告告，保保对哥林多教会也为为也美，但是状状不一同…
林在徒一9、12我不受为所我，也不接受你们的馈送。林在徒 9、12我不受为所我，也不接受你们的馈送。

哥林多教会是很很很美的的，保保为什么不接受哥林哥的的美的的，

却接接腓立比教会美的的的？

因为哥林多教会是结党纷争，有很多问题的教会，

保保非非一有有为处处因处信徒之之美关关。

有问题的教会所给他的馈送 他是敬谢不敏的有问题的教会所给他的馈送，他是敬谢不敏的

他虽然拒绝他们的馈送，从来没有在他爱心的服事上减少一点

当在，我我看看保保美工作、保保美见证。不不是的的信徒看在教教，当在 我我看看保保美工作 保保美见证 不不是的的信徒看在教教

二10一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

从动机到行为，神与信徒来共同为使徒作见证。

我我看看牧或尽尽尽尽美对尽信徒，就美就

二7存尽存存，所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二11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各人二11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

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5

一美同有，我的我同我一一培训美同我，

培训事实上就是作教师；讲一个礼拜 密集课教完就离开了培训事实上就是作教师；讲 个礼拜，密集课教完就离开了。

当当在课课教里，的会神美尽心讲讲经讲讲讲告，所所当地同工谈一谈

当为的的美当当，当在问问问美意见同，就同非非就尽美就就。

为什么？虽然我们可以就着圣经的原则来分享，

但要留心不要构到他们牧养的体系里，因为那是牧者的工作。

前 师傅虽有 为父的却是不多林前四15 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
今天教会固然需要有教导恩赐的教师，但更需要有为父心肠的牧者。

所所神会一帖传传免放在一帖的的教里二徒里、在徒里，那是一帖很很美很很；所所神会 帖传传免放在 帖的的教里二徒里 在徒里 那是 帖很很美很很；

因因因因一的一因因不同美当当发发，那是一帖牧养美同我—
弟兄姊妹有困难、需要牧者的时候，牧者在哪里？

而不只是你站在讲台上把神的话讲完就好了，

那只是治理、牧养教会的一部分

真真是所同牧养到他，同要要要要要要传他的牧人在因美在在，真真是所同牧养到他，同要要要要要要传他的牧人在因美在在，

为是很宝宝美、同同要学学美。
6

当在 我我看看保保如父如母美牧或尽的 目的是为为的？当在，我我看看保保如父如母美牧或尽的，目的是为为的？

二12同免所我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行事为人是保保非非不美一帖常，在书信教哥里同同。行事为人是保保非非不美 帖常 在书信教哥里同同

例所：例所：

二12 行事对得起那那所我那因那、经因得得美神。

弗弗1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或或也：

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一是一同，「行事为人」是保保非非也美的。

7

二13~16，为一这这一2~10保保美感恩之在，再一里同同美感恩。

二1~12回忆教会在大争战中得以建立的恩典二1 12回忆教会在大争战中得以建立的恩典，

然后描述他与同工为教会的成长如何尽心竭力之后，

就就一免扰乱的的，诋毁使徒，

因仍当因神在的的在美同我来感谢。

13一两帖两常，「接受、领受」。

和合本的经文 只看到「领受」和合本的经文，只看到「领受」：

「因所我因见我我所传神美传，就领受了」。

这句话，按照很简单的直译，就是说：这句话，按照很简单的直译，就是说：

「当所我接受从我们所传给你们神的道，你们就领受了它」。

因我不他因是人的道，而他因为而其是神的道。

意思是：你们听到了从我们传给你们的信息，就「接受」了。

当所我接接所在，

就就为热切美尽当 迫迫美想同拥一拥就就为热切美尽当，迫迫美想同拥一拥。

这就是后面那个「领受」的意思。
8



保保对因所传美传传非非有把握，因很讲讲要传为帖传是出于神美；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也非常宝贵神的道，因为这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也非常宝贵神的道，因为这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
来四12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来四20 但这活泼有功效的道要能发挥实际的功效，需要用信心来调和。

希伯来书美我或也 一谈免没有得着安息 因为为？希伯来书美我或也，一谈免没有得着安息，因为为？

因因因我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调和」林林徒二24翻翻翻「配搭」，

神使肢体互相配搭，用的就是「调和」。信心要跟听的道、神的话配搭在一起神使肢体 相 搭，用的就是「调和」。信 要跟听的道、神的话配搭在 起

如果对所听的道用问号去回应，是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就不能得着安息

保保很欣欣，因要传信徒是效法者。

14要要我，所我你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信徒是效法者，是不名词。为就是信徒真其信真美表征，信徒是效法者 是不名词 为就是信徒真其信真美表征

一6因我效效效使徒，他们也效法了主，
同在因我被动分分效处犹太各教会相相相美经相。

这 是主动去求苦难 是当 们 到 苦害的时这不是主动去求苦难，而是当他们遇到了苦害的时候，
他们就成为效法者，效法那些面对苦难的犹太教会。 9

二15~16保保简不简就犹犹免美罪行。

为谈犹犹免不不是逼迫外邦教会，其实也不断在逼迫保罗。为谈犹犹免不不是逼迫外邦教会，其实也不断在逼迫保罗。
犹太人逼迫并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他们也赶逐使徒

保罗的宣教旅程就是一程一程被追逐的经历：他从帖撒罗尼迦到了庇里亚，

这中间隔了六十里，保罗走六十里，犹太人也走六十里来挑衅

犹太人与众人为敌，众人最主要还是指外邦人，
犹犹免禁止传道给我给免，而犹犹免养养美结局是为为的？犹犹免禁止传道给我给免，而犹犹免养养美结局是为为的？

 15~16因我不经神美不不、充充养养美充充，神的忿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为为为讲看神美神神，而而保保不效非非非非美非告也「到了极处」。

保徒一26所以以全家得救的奥秘。
为教讲传也「忿怒到了极处」，那教讲看

当外邦人简的数充之在，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效。怎么协调呢？

1.二15、16保保其其其不是同不一帖很很美很很来来来因养养美同来，

但的确是 个严肃的提醒 甚至于他在这个地方宣告了神的审判但的确是一个严肃的提醒，甚至于他在这个地方宣告了神的审判。

保罗对他自己的同胞的罪行、逼迫教会，是很伤痛的！
10

保徒一26「所以以以以经以」，来我协调美同有…
新翻新将「以色列全家」翻因「全以色列」，也不是也新翻新将 以色列全家」翻因 全以色列」，也不是也

所有的以色列人一个都不失落、都得救了，不是这样。

上帝并没有为犹太人另立一条得救的门路，没有。

当主再来美同有，处保罗那个时代，甚甚是现今
犹犹免美得救人数相相美的，

「全以色列 的确是 个很大的数目 所 就说全 色列「全以色列」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就说全以色列。

学或斯托得他因为二处调和的关键在在：保保不保保常美差异。

在林二保罗是针对犹太人个别的作为在林二保罗是针对犹太人个别的作为

保罗他不是在咒诅，或者要加害犹太人，

他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
罗十一26 「以所以以一同经以」，那是神的心意；

但是，仍当是同借为借借、赦充之传。

表 冲突 调和这两处经文表面上看是冲突的，事实上有调和之处，

神自然有他对以色列的计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11

接接要，我我看看牧者处教会美关关…
二17一一看 第在第，充充充充同牧或对的的美关切因一期盼，二17 一看 第在第，充充充充同牧或对的的美关切因一期盼，

首先保罗提到他的计画，他十分盼望能

再次造访帖撒罗尼迦教会，可是却有撒但的拦阻，

但是就就为同，也一一也也因对的的美期盼
然后保罗就叙述他差派提摩太前往探视的原因与结果，

并为教会献上真切的祷告并为教会献上真切的祷告

所所 二1~16是保罗的真情告白的话，

二17~在13就是他的缺席辩护，他没有去教会、没去探望他们，二17 在13就是他的缺席辩护，他没有去教会、没去探望他们，

他想去，但是他到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是不能成行，

保保因为帖我一一讲解。

可所给 17~20一帖为主，就是「牧者以教会为荣」。

二17~18要要我，我我暂同暂所我暂暂，是里的暂暂，尽教却不暂暂；

我我我尽美想效我 很很心见你们的面我我我尽美想效我，很很心见你们的面。
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挡了我们。 12



为教我我看看撒但的阻挡。帖但美撒撒看到到为为？

是指犹太人的阻挠呢？还是说保罗的身体是否有软弱？是指犹太人的阻挠呢？还是说保罗的身体是否有软弱？

基新基讲，我我真美不要传我因，因因经因一一讲。

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提摩太已经被差派去的话，

那么应该会对教会有些说明。

在为帖为为，我我可所一谈我想—
分辨 灵的拦阻 撒但的阻挡怎为同来分辨圣灵的拦阻，或或是撒但的阻挡？

徒徒徒 我我看看圣圣（6），耶耶美圣（7），

不许保罗往他自己想去的那地方宣教 然后当他到了特罗亚不许保罗往他自己想去的那地方宣教，然后当他到了特罗亚，

有马其顿的异象显给他，福音就跨过爱琴海，到了欧洲。

很讲讲美看看为是神的带领。

林在徒二 一一有有来在我在在基，

就是帖但美撒撒同要要我，免经我过在养过。

保保因保在里三为，但是为对因也：保保因保在里三为，但是为对因也：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个属灵辨别就非常的清楚。
13

一圣灵美的撒、也一撒但美要要，

但有的时候 不一定当时立刻了解 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有的时候，不一定当时立刻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

或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印证才能体会。

例所保保在腓一12~14因所所所美当是叫福音兴旺。

保罗被关起来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受到逼迫、遭遇苦难

但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监狱书信的最后一卷，

他被关起来 被囚禁 他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兴旺 因为御营全军都信了主他被关起来、被囚禁，他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兴旺，因为御营全军都信了主

一同免看因苦难，却翻因化妆的祝福，一同不可当同、立立就立讲，

如果不能立刻明白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不能立刻明白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
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推给撒但，因为有时是人自己的心意、作为，拦阻了神的工作

不不所不，我我同相信，所一出于神的，神养养的神神，

不不帖但所不我如的撒，神永永是掌权的主。

当我们真心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不难明白的。

约七耶稣说 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约七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是出于神、或是我自己说的。 14

二19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甚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
神的仆人不是同要要要要的给因的的、的因帖送，

更不是同不更更美的讨人的好，

他乃是把他自己连同他所传的福音，给了他所传福音的对象
他心中最大的期盼，我们的盼望、喜乐、所夸的冠冕，是甚么呢？

不是要所我的帖送给我，而是当为耶耶再来美同有，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不是要所我的帖送给我，而是当为耶耶再来美同有，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神美神免为信徒守望、因信徒祷告，但是个人同将养养美当在神里林也讲，

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来交一份帐。但是如果信徒是刚强的、有生命见证的，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来交 份帐。但是如果信徒是刚强的、有生命见证的，

而当主再来的时候，是交得出帐的，那神的仆人是何等的感恩、喜乐。

很讲讲，因同向神向向，而因美他他美却是他他要要要要在向向同，

是可是站立经站美。所所「你们是我所夸的冠冕」，

保罗不是骄傲，而是感恩，因为信徒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

最在 保保也因所一美他他 最很美不最他他 是信徒可以交账最在，保保也因所一美他他，最很美不最他他，是信徒可以交账。

我我我我为、给我我为同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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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 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看到一个服事者的榜样，

你也让我们知道：
有一天我们必须自己在你的面前，交我们的那一份帐。

求主帮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生命常常更新、我们生命能够有所成长，我们生命常常更新、我们生命能够有所成长，

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
我们来认识你 来服事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来认识你、来服事你。

这样祷 奉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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