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羅尼迦書信概論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日期: 2021.10.18

黎美蓮



打仗: 麥克阿瑟將軍當兵 外地求學/工作

解決的問題

手中:舊約聖經





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坡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
羅尼迦，在那裡有猶太人的會堂。 2保羅照他素常
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
論， 3 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
「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 4 他們中
間有些人聽了勸，就附從保羅和西拉，並有許多虔
敬的希臘人，尊貴的婦女也不少(徒十七1-4)

第二次宣教時建立
約AD49 

教會組成: 
猶太人/希臘人 (含尊貴婦女)

基層工人
AD(=主後=西元) 



5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類，
搭夥成群，聳動合城的人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
西拉帶到百姓那裡。 6 找不著他們，就把耶孫和幾
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裡，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
也到這裡來了， 7 耶孫收留他們。這些人都違背凱
撒的命令，說另有一個王耶穌。」 8 眾人和地方官
聽見這話，就驚慌了； 9 於是取了耶孫和其餘之人
的保狀，就釋放了他們。 10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
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徒十七5-9)



信了-有些猶太人,尊貴婦女,耶孫
(帖17:4-5),  該猶(19:29), 亞里達古, 西公都
(20:4)

保羅一行人被趕出 (徒17:5-9)

往庇里亞(徒17:10)

提摩太和西拉雅典會合保羅
(徒17:15-16;帖前3:1)

提摩太被差去帖撒羅尼迦(帖前3:2)

西拉被差去腓立比
保羅一人去哥林多(徒18:1)

提摩太/西拉與保羅在哥林多碰面，保羅才依提摩太回
報的，寫了帖撒羅尼迦前書(AD50); 幾個月後寫後
(AD51)書（徒18:５)

會堂-本舊約說耶穌必受死/復活。
耶穌是彌賽亞（徒17:1-3)

保羅至雅典(徒17:11-14); 

提摩太和西拉留在庇里亞



第二次宣教
約AD49 

時間:

教會
成立

約AD50-51年
寫於: 哥林多

猶太教&異教徒
希臘人 (含尊貴婦女)/基層工人

成書
時間

教會
組成

資料出處點此連結
禁戒淫亂 不肯作工 好管閒事

傳福音 窮但樂捐 彼此相愛/活出信仰

https://bibleeveryone.com/back-roman.php




資料出處點此連結

出生73BC; 
40BC被賜猶太人的王
32BC被賜太地

對手:
龐培

被刺身亡

=革老丟

=屋大維

https://bibleeveryone.com/back-roman.php


資料出處點此連結

https://bibleeveryone.com/back-roman.php


克勞狄=革老丟

AD54 尊為我們的真救主

AD 41 禁止猶太人集會, 怕動亂.。

AD 41 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與希
臘人互不相容，引社會不
安，衝突，動亂。

AD49 因動亂下令逐羅馬猶太人

=革老丟

=屋大維



帖撒羅尼迦城

地理位置: 臨馬其頓灣 (愛琴海最佳的港口); 有軍事交通大道
(Agnatain way) 。
城市組成: 工藝匠，勞工，水手，貿易商人，專業人士，演說家

事件 時間 得到的好處

支持凱撒猶流 主前146 馬其頓省首府

支持奧古斯都
(猶流養子)

主前44 自由城市：自選官員自治／減免稅項
／自鑄錢幣(皇家錢幣)

支持奧古斯都打敗
安東尼→一統天下

主前31 得到回報-享經濟發展和安定

保羅到訪期 主後49 馬其頓省首府/最大城市: 人口約十萬



立誓效忠奧古斯都

我向宙斯和奧古斯都許願，一生全心全意向其及

其子孫後人效勞……我不計自己性命安危，也不顧

我的子女，只要知悉任何不利於奧古斯都計謀或

行動，我會報告，與之為敵。如有違願，不得好

死……（3 B.C.埤文)



凱撒錢幣 神廟凱撒祭壇帝王廟遺蹟

皇帝崇拜

立像
奧古斯都



富裕和復興

希臘人的外貌與埃及式的服
飾／融合不同信仰肖像

繁榮/生命

伊西斯女神

沉浸在酒後的狂歡
與宣洩之中

撒拉彼（Sarapis) 酒神dionysus

人性本能嚮往

宗教:多神信仰



人死後?!
伊壁鳩魯=以彼古羅 （徒十七18)

（Ἐπίκουρος，前341年－前270年）

認為人死後，靈魂原子離肉
體而去，四處飛散，因此人
死後並沒有生命。他說：
「死亡和我們沒有關係，因
為只要我們存在一天，死亡
就不會來臨，而死亡來臨時，
我們也不再存在了。」

死亡意味著虛無，意味著無
意義，意味著「一切皆空」，
死亡像一個黑洞，吞噬著一
切，那麼恐怖，又那麼迷人。

蘇格拉底

斯多亞派（Stoics）

人死後的靈魂與神一同歸於無
有，不信人有復活之事。神即
萬物，萬物即神，西諾注重最
要之品德，即智勇，自制，與
公正。

哲學發達:



所愛之人已死／耶穌再來怎麼辦?

（帖前四11-22）

11又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正如我們從前所吩
咐你們的， 12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沒有甚麼缺
乏了。 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
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
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15我們
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16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
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
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18 所以，
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時間:

成書時間
教會成立 作者:

保羅



作者:
保羅

停留時間: 推論應不止3個安息日 (21天) (徒十七2)

有工作 弟兄們，你們記念我們的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傳神的
福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帖前二9)
也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免得叫
你們一人受累(帖後三7-9)

一再受腓立
比資助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發人供給我
的需用(腓四16)

行事為人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
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
們那裡，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帖前一5)

人格??動機??



書信目的

1. 逼迫（政治／文化）

2. 已死親人(未等到耶穌再來)

4. 聖潔生活

3. 保羅人格的質疑



大綱
一.保羅的問侯語 (1:1)

二.保羅的個人想法 (1:2-3:13)

A. 為教會感恩(1:2-10)

B. 提醒教會(2:1-16)

C. 關切教會 (2:17-3:13)

三.保羅的實用訓誨 (4:1-5:22)

A. 論道德純正(4:1-8)

B. 論有紀律的生活(4:9-12)

C. 論死亡與被提(4:13-18)

D. 論聖潔生活與主的日子(5:1-11)

E. 論會眾間的關係(5:12-15)

F. 論基督徒生活基礎(5:16-22)

四.保羅的祝禱(5:23-24)

五.保羅最後的交代(5:25-28)

《取自: 約翰麥克阿瑟註釋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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