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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三1~6 牧者与教会牧者与教会
1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2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 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
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
3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4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预先告诉你们 我们必受患难4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5 为此 我既不能再忍 就打发人去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5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6 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6 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记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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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三7~13 牧者与教会牧者与教会
7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8 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
9 我们在 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 神呢？
10 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 要见你们的面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10 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11 愿 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12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 充足12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13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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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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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5牧者以教会为为。保保告告告告告：

他打发提摩太去探访他们的目的 是坚固 劝慰他们他打发提摩太去探访他们的目的，是坚固、劝慰他们

也提醒他们，虽然他们是在大争战中建立起的教会，

虽然继续受到被逼迫之苦，但为主受苦、受患难是命定，

因为因因蒙召原原为原受苦
徒十七保保与同同离离原帖撒罗尼迦、就就原庇里亚，

因因庇里亚又又就扰扰因因庇里亚又又就扰扰，

保罗就先被送到雅典，西拉跟提摩太还留在原地。

之之，西西、提提提也就原雅雅跟跟跟跟。跟

跟会之之，提提提就就就就就帖撒罗尼迦，西西有有有就就就就腓立比。

告徒徒保罗在哥林多的初期，他们两个就回来。

三1~2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
（小字说是与神同工的）提摩太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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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字说是与神同工的）提摩太前去，
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



这这这原「复数」的的的的「我们」，因因原我我？

就是保罗跟西拉 他们就差了提摩太去探访 慰问就是保罗跟西拉，他们就差了提摩太去探访、慰问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

也有也也告也，「我们」，保保保保原保「我」」

三5又出现了一个「我不能再忍」

外因的外外上，保保与告告分离、不不不跟因的不不，

也也也也也跟因的告也 因内也的内内上也也也也也跟因的告也，因内也的内内上，

他就非常地悬念他们，很想再见他们，这个心情非常的强烈，

因此他说「我不能再忍、我们不能再忍」，

也就原不有不不不不原。

所以所所提提提回不，探访的的的原是坚固与劝慰告告，

提提跟因内患难原原原原，

保保保保跟因不是内就诱惑而而而不而。

因为神若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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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若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

相对地，他也命定我们受患难，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保保也不一一，苦难也原告告所信信信信的，

因为我们所蒙的恩里面 信服基督 为他受苦 这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所蒙的恩里面，信服基督、为他受苦，这是分不开的

这这的也这，保保因保腓腓腓腓 的的的，也有也也也也的也也—
腓也29因为因因蒙蒙，不不不以告信信信、并并是为跟内为。

三4 也离一，原原有也原「因为」，也解解原上也了，

三3b「因为因因你你不不」的「因为」，三4没有没没没原

保罗解释为什么信徒不应该被这些患难摇动呢？保罗解释为什么信徒不应该被这些患难摇动呢？

同的跟也解解原跟因三4最之所告的「因因也不不」

由由有由，保保、同同，跟因不不也不的向向向保向向向跟的告告，由由有由 保保 同同 跟因不不 不的向向向保向向向跟的告告

预告了必受患难的这件事，这个教会也的确经历了许多的逼迫还有苦难。

三5保保不不保保跟不有不他原，「为由，因我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

跟也他他不保就他不能再忍，跟原那那的那为告告啊！

就到保保保也的原是那我？三5 跟保也：

因不不不因因的信心如何 我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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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不不因因的信心如何，我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

我们所作的工是否白作了呢？这原保保的保也。

保保保也各地跟所地而的教会，曾打发提摩太往哥林多、腓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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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的的，因因我是被坚固，因因的告也我是被扶持、被安慰，

特别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落在低谷的时后，

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人在我们旁边来坚固、来劝慰我们。

很很以很有也原推推电熨斗的的的的告，

镜头上很简单地 有 条弯弯曲曲的线镜头上很简单地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线，

当电熨斗一经过，那个被烫过的线就直了，

前面没有经过到的地方还是弯弯曲曲的。前面没有经过到的地方还是弯弯曲曲的。

如如因因不安慰内为的受受，跟那纠结的心就跟就主的话语原来来。

因也也因与与与与的的的，也一一听跟的听听，也一一也心默祷，

祷告什么呢？「主啊，给我一句话。」因为虽然圣经中有许多神的启示，

但是现在他最需要哪一句话？有的时候，圣灵给的那一句话，正是他的需要；

简简的 了「耶稣爱你 不要怕只要信 而刻就让跟的也来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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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简的也了「耶稣爱你、不要怕只要信」，而刻就让跟的也来让原。

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进到我们的里面，软弱就变成刚强，惧怕就转为勇敢。

弗三16 (保罗为教会的祷告)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因为因因也这的腓心，也就原这一这原与如如不刚强，

我们外面装得再刚强也没有用！

保保所所同同提提提不去去、也也告告，

并并告告跟因告：「患难原是命定的」，

就就 「因因蒙 为受苦就就 彼很彼21「因因蒙我原为受苦」。

求求保保因因，「免不有与就诸般患难摇动」。

这原摇动，原原的原原原原狗的摇尾乞怜，这原摇动 原原的原原原原狗的摇尾乞怜
诸般患难把信徒打倒了，失去了见证，这是保罗所不愿意见到的。

向很也4 就被所被的被被啊，因不不因因原蒙拣选的。

并不表示已蒙拣选的人，不需要保守自己，

或说不需要追求信心坚固、站立得稳；

很很的的因因也我是需与的扶持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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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很的的因因也我是需与的扶持、帮助。

因由，神的拣选与人的责任，并不原互跟互互的」神的拣选当当原先先的先先。



提摩太带回好消息以解保保的那为，

不但是他们信心与爱心的见证 没有受到诱惑者的诱惑 能站立得稳不但是他们信心与爱心的见证，没有受到诱惑者的诱惑，能站立得稳，

而且记念、切切想再见保罗。

这这的也心，提提提带回原以之，保保也也的安去，

跟不不跟的劳苦并不徒然，跟不不以教会为念、更以教会为乐。

三6~10牧者以教会为乐。提提提回原回原好消消，

不提提提刚刚也因因那这回原 将因因告也和被也的好消消回报因因三6不提提提刚刚也因因那这回原，将因因告也和被也的好消消回报因因，

又告因因也也也为因因，切切的想由因因，如同因因想由因因也这。

保保这也原互动的告也—保保这 原互动的告也

提摩太回来，带回来好消息，解除了保罗的悬念

不光是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

他们没有受到恶者的诱惑，他们站立得稳

而且他们还记念使徒，切切想见使徒

使告的使为没有徒然 作被的神与信服求不原是需与服很很服服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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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告的使为没有徒然，作被的神与信服求不原是需与服很很服服报因，

而原而就告告靠主能站立得稳，就原服奉奉最大的喜乐。

约翰二书、三书，使告使使告：因由因因有我遵行行理就甚甚甚。

信徒按真理而行 能使神的仆人得着最大的喜乐信徒按真理而行，能使神的仆人得着最大的喜乐
我相信，所有神的仆人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信徒能够

站立得稳，信心刚强，而且生命不断的成长

保保的事奉观原为基督、为他人。

他因着爱神、爱人，作了这么多的事，写下这些书卷，

保 书信 你 对神守住信心 对人守住爱心也保罗书信这一带没原的告消原：你要对神守住信心，对人守住爱心。
你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强调你多有信心
你也不需要告诉别人：我一天为你祷告七次 你就是为他祷告就好了你也不需要告诉别人：我 天为你祷告七次，你就是为他祷告就好了

不原，爱却原永不止息的。对被保而信心，对与保而爱心，

我相信这是作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会。

加加6原原因信信在在这，内受服不内受服全也全全，

惟惟使与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因新没新就原 「惟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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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没新就原：「惟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

作因与的作上原有以进就与也这进的，原是是爱、所一所没原的信。

保保因为提提提带回原的好消息，也心不是原安慰，特需保原也了特，

三8因因你靠求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句话太美了！三8因因你靠求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 这句话太美了！

行原真全真真原保保作求神与的被—跟甚他不情与告告同生同死，

林之林3因情原与因因同生同死。
三8 跟以告告的也原不信作为跟原与的个原个消。

是「靠主站立得稳」的去的，也没真常保保腓告心：

林很徒林 因行不上而而不站林很徒林13因行不上而而不站」

加加1所以是而而不站，不是不就被神的被被被」

腓也27不不因因同有也原也心，而而不站」腓腓1因因你当靠求而而不站。腓 2 不不因因同有 原也心 而而不站 腓腓1因因你当靠求而而不站

与这也与同这的不外也没真常林之林6-7提多带来
哥林多教会信徒悔改的好消息，使保罗的心得着了安慰与喜乐。

跟我以为父心肠对对告告，跟的也就如同如如般也般因般般作上：

林之徒也29有我软软因不软软我，有我跌跌因不我我我？

林之林3不情与告告同生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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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林3不情与告告同生同死。

所以跟以告告的坚定不移为跟生命的气息。

三8很一有也原「现在」，没有没没没原，保保「活过来」的原原。

现在，如果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过来了。现在，如果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过来了。
因为保罗的个原原与信徒属属的不不原连在一起的，跟原他他为他向跟般也，

常把信徒放在心上，因此信徒的软弱让他忧虑，信徒的悔改、长进，让他得着安慰。

保罗的意思是：我本来想念你，我担心你，好像我的生命有受压的感觉。

真因，提摩太回原，回告原好消息，因是这好消消，我确认你在信心里坚固了、

你在基督里的脚步没有后退 没有软弱 所以我整个人活过来了你在基督里的脚步没有后退、没有软弱，所以我整个人活过来了。

作为主的仆人，因而就这了特我不很很很」保保很原不很，保保行的原神的好仆人，

有以作每一个事奉者的好的这，跟跟信徒的保的原这那密切！有以作每 个事奉者的好的这 跟跟信徒的保的原这那密切！

告告的光景，跟跟连得这么紧！因因受跟就保保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因软软，好就我也软弱了。

当然，保罗不是一直在软弱里；但这个描述让我们体会他爱信徒的心。

三9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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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
因这地一，保保有诗也也林12 的内内：因拿甚那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跟同的相的「我们感谢」没真常也2」彼13」三9。

向很 描述教会过去与现在的分水岭是在 三9，向很 描述教会过去与现在的分水岭是在 三9，

三10之之的祈愿、盼望（三11-13），

一路所带下的就是朝向教会的前景而发展。

三10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这原地一，因因原想所我「信心的不足」，你应就原应不不

第腓 加五 保保告是更加的更的那的的分第腓、加五，保保告是更加的更的那的的分。

保保保当原为是告告因的告也与被也的好消消，不是原安去和甚喜，

但是保罗也要为他们其它的缺乏，但是保罗也要为他们其它的缺乏，

或其它要注意的事情，在下一章提出清楚的教导。

三11~13原也原祷告、原也原祈愿，牧奉以教会为盼。

有三原期保：

期盼再相会，不只是写信，让我们见面吧

期盼信徒的爱心能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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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信徒的爱心能够增长

期盼有一天信徒有丰盛的生命，可以向主交账

向很的末世论也也也也，几几因每也五的最之

都跟而就「等候主再来」、「向主交账」的特的。都跟而就 等候主再来」 向主交账」的特的

基督徒的末世观如果清楚的话，就决定了他活在世上的

人生观、生死观、金钱观、婚姻观等，

所有也切个生这生原因是跟的末世观而先原。

等候主再来的告消：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也10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彼19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三13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三13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被的神与期保告告个原有我生生，当不主再来的的的有我甚当与欢。

保保就如父，就如父，作原很很的事」不原因因印印更印刻的原保保的生命…
他分享福音的同时，就分享了他自己；他活出福音的时候，就活出了他的生命。

今他的向跟而看很很同作，也就真很很的同作，大大都很大」

但是有时 觉的 我们忽略掉「是什么」 专 在「做什么」

14

但是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忽略掉「是什么」，只专注在「做什么」。

「做什么」很重要，「是什么」却应该永远摆在最先，因为事奉就是传递生命。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到一位服事者、一位牧者，
他以教会为念 他以教会为乐他以教会为念，他以教会为乐，

求主帮助我们，提升每一个服事同工的生命、灵性，
好让我们所做的每 件事情好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做到你的心上，都能够讨你的喜悦，
都能够帮助信徒的成长。

赞美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把 切荣耀 归 。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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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