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揀選的生命

系列: 帖撒羅尼迦前書(一)

教會: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日期:  2021.10.25

分享: 黎美蓮



次數 日期(週一) 主題
帖撒羅尼迦前書

(經文範圍)

1 10.17 帖撒羅尼迦書導論

2 10.25 蒙揀選的生命(一) 一1-5 

3 11.08 榜樣的生命 (二) 一6-10

4 11.22 神喜悅的事奉 (三) 二1-12

5 11.29 信仰的代價 (四) 二13-16

6 12.06 在信仰上站穩 (五) 二17-三13

7 12.13 聖潔與愛的生活 (六) 四1-12

8 12.20 主再來的盼望 (七) 四13-五11

9 12.27 彼此合睦(八) 五12-28



1: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
穌基督裡的教會。願恩惠、平安歸與你們！

1: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 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1:3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

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
存的忍耐。

1:4 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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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一1-5)



蒙揀選的生命

1. 連結的生命 (V1)

2. 禱告的生命 (V2-3)

3. 傳福音的生命 (V4-5)



是教會?  還是社交團體?

會友=顧客

福音活動=商品促銷

崇拜=娛樂

(合宜的聲光)

蒙福=成功

20年來教會變化

• 2-5間口袋教會

• 滿足我的需要/感覺

(崇拜/主日學…)

結果

邁克雷姆茲，《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後書》， 41-43。



1: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
穌基督裡的教會。願恩惠、平安歸與你們！

教會

新約 是 信徒所組成的團體
不是 建築物

信徒經歷神的救贖，
與神立約，將來與神
同住

舊約 是 神的子民＝選民



在凱撒皇帝裡

皇帝-凱撒

恩惠/平安
物質
改善物質生活: 
更多錢, 晉升, 權力

納稅/ 出兵/ 效忠
階級統治, 奴役人
*服從:被動

主權

愛的對象

內容

運作方式

在父神和
主耶穌基督裡

神/耶穌

恩惠/平安
生命豐盛
信徒經歷神的救贖，與神立
約/和好，將來與神同住

白白地/ 忠心
沒有階級, 得自由
*順服:甘心樂意/主動



以神為中心的群體(教會)

邁克雷姆茲，《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後書》， 43。

拯救 主再來

敬拜

得到
什麼

事工

自己價值
人的肯定

主日

干擾

與弟兄姐妹一起服事/經歷神的機會

世界價值

損失
苦日子



蒙揀選的生命

1. 連結的生命 (V1)

2. 禱告的生命 (V2-3)

3. 傳福音的生命 (V4-5)



1: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1:3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
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
存的忍耐。

1:4 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帖前一2-5)

主要
動詞

分詞



1: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禱告

能力
智慧

修正
安息

我們常常一起做什麼??



1:3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
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
存的忍耐。

記念：
不斷提及
Remember



信心 工夫=行為
ἔργον

耶穌死&復活
(帖前四14)

1. 大患難中接受福
音/忠於福音
2. 生命改變-日常生
活有基督徒的見證

4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5正因

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
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8你
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9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
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彼後一4-9)

自我評估

信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虔敬

愛弟兄的心
愛眾人的心



愛心 勞苦
κόπος耶穌死&復活

(帖前四14)

1. 努力的強度: 體力/精神/時間
/心志→身體疲乏,精力耗盡

2. 非情緒性/一時興起

每天面對繁重事務(家庭或事業)，你是否願意為弟兄姐妹付出時

間和精力呢? 你可以在哪方面服事他們呢?

彼此相愛

鼓勵
的話

精心
時間

幫助 禱告 聆聽 ！！



1. 忍耐＝堅忍／不屈不撓
2. 積極勇敢面對內外世界給他

們的攔阻，壓力，逼迫，依
然靠主站立得穩

1. 主再來是我的盼望嗎?

2. 主再來的盼望如何幫助

我在逆境中仍能存心忍耐?

質疑

毀謗

盼望 忍耐
ὑπομονή

 榮耀的獎賞

 公義審判

主耶穌
基督再來



蒙揀選的生命

3.傳福音的生命 (V4-5)

1. 連結的生命 (V1)

2. 禱告的生命 (V2-3)



何耀珊
「福音不易進入」
的人和地區

在神的愛深深地影響下，耀珊在心中立志為基督和福
音而活，要成為神對他人的愛與祝福的器皿。1989年，
當上帝呼召康希創建城市豐收教會時，耀珊當時是他
的助理，為他們剛剛起步的教會進行所有必要的工作。
耀珊擁有敬拜主領、行政和先知性傳道的恩賜，很快
她便得到了眾人的尊重。年僅21歲時，作為一名年輕
的佈道家，她常常到菲律賓宣教，在佬沃和伊洛伊洛
市附近的鄉村及貧民區講道。

1996年，康希與耀珊領受了異象，要將城市
豐收教會建立為一間「無牆的教會」——一
間積極服事本地社區的教會，要「發現需要
滿足它，找到傷痛醫治它」（太25:34-40）。
於是，在1997年，二人共同創建了城市豐收
關懷服務社（CHCSA），為貧困兒童、邊緣
少年、年長人士、智力不健全者、聽障人士
及絕症患者提供實際的愛與支持。今天，城
市豐收關懷服務社每年都會接觸超過3000個
家庭。

https://www.chc.org.sg/chinese-big5/sun-ho/

自2002年至2010年間，耀珊與懷克里夫金（Wyclef Jean）、
大衛福斯特（David Foster）、戴安華倫（Diane Warren）等
製作人與創作人合作，成為第一位在美國舞曲告示排行榜
擁有一系列冠軍歌曲的亞洲歌手。她也有幸在北京奧林匹
克運動會前的一場典禮上，於紫禁城演繹奧林匹克會歌。

資金

2002耀珊曾在亞太地區的一百多場演唱
會上向五十多萬人現場演唱。上千人聽
見她過去掙扎在抑鬱症的見證後備受感
動，將心交給了耶穌。

2002並使用專輯版稅來成立康復中心和
學校等。她的人道主義工作也為亞齊海
嘯、四川及海地地震的救災工作提供了
救援支助，其外展工作甚至延伸至中美
洲的洪都拉斯，為患有腦積水的嬰兒提
供援助。

2003年，耀珊因其人道主義工作上的
努力而被評為「世界傑出青年」之一。

2015年，在城市豐收教會廿六週年慶的
聚會上，耀珊被按立為牧師

失信案，教會創辦人康希牧師及其他五
名被告在2015年十一月21日被裁定

很有恩賜

賣唱片為
有錢行善?

好多善事
好多人信主

挪用公款
判刑確定



•人蒙揀選因著?     

•傳福音的方法?

見證
一個圖像?

演唱會

各樣途徑

https://blog.xuite.net/samuel570702/twblog/150128842

夢



1:4 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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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一4-5)

言語

權能 聖靈

信心

行事為人

傳福音

猶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用許多話勸勉弟兄，
堅固他們(徒十五32)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
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
造就人。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
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八1-2)

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腓一9)

確
信

能
力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
的是出於好意。這一等是出於愛
心…(腓一15-16a)

動
機

人
的

對
神
的



蒙揀選的生命

3. 傳福音的生命:

1. 連結的生命 :

活出生命的改變 (信)

活出彼此相愛 (愛)

為信仰忍耐 (盼望)

清楚神救恩計畫 (耶穌救贖)

生命樣式(越來越像耶穌)

2. 禱告的生命:

言語+權能+聖靈+信心+行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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