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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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溜掉！

質疑／中傷性

他拋棄！

他不關心！

金錢 名聲

權力

他利用！



弟兄們，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裡

並不是徒然的。 2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

這是你們知道的；然而還是靠我們的神放開

膽量，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給你們。

（帖二1-2）



3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
也不是用詭詐。 4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
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
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
歡。 5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
是你們知道的；也沒有藏著貪心，這是神可
以作見證的。 6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
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帖二３-６）



7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
己的孩子。 8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
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
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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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二７-９）



10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
無可指摘，有你們作見證，也有神作見
證。 11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
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
己的兒女一樣， 12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
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的神。

（帖二10-12）



神喜悅的事奉

3. 父母之愛 （ VV7-12 ）

2. 純正福音 （ VV3-6 ）

1.不畏艱難 （VV1-2）



弟兄們，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裡並不
是徒然的。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這是你們知道的；
然而還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在大爭戰中把神
的福音傳給你們。

2:1

2:2



12 從那裡來到腓立比……我們在這城裡住了幾天。18她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

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 19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

望沒有了，便揪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 20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太

人，竟騷擾我們的城， 21 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 22 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

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 23 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裡，囑咐禁卒嚴緊看守。24禁

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裡，兩腳上了木狗。 25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

眾囚犯也側耳而聽。 (徒十六12-40)

帖撒羅尼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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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徒十七5-10)

庇里亞 13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傳神的道，也就往那裡去，聳動攪擾眾人。(徒十七13)

雅典 18還有伊壁鳩魯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甚麼？」有的說：「他似乎是傳說

外邦鬼神的。」(徒十七18)

哥林多 6他們既抗拒、毀謗，保羅就抖著衣裳，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頭上，與我無干。從今以後，我要往外邦

人那裡去。」9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10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
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11保羅在那裡住了一年零六個月，將 神的道教訓他們。 12到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猶太人同心

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17眾人便揪住管會堂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這些事迦流都不管。 18保羅又住了多日，就辭

別了弟兄，坐船往敘利亞去(徒十八)

被害:身體

受辱:心靈



你正面對爭戰嗎?

生活 工作 事奉中



神喜悅的事奉

3. 父母之愛 （ VV7-12 ）

2. 純正福音 （ VV3-6 ）

1.不畏艱難 （VV1-2）



還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

因為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

是用詭詐。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

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

歡。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

也沒有藏著貪心，這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

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2:４

2:５

2:６

2:３



不是用詭詐 神的國

神的國

神的國

神的國

神的國

神的國

像耶穌



我為何參與事奉？

被人稱讚欣賞

肯定／表現自我能力

回應上帝的恩典

能與弟兄姐妹一起

群眾壓力(別人在服事)

為了教會益處

一種興趣

打發時間

換取更多恩典

自我滿足

使人信主

逼不得已神
喜
悅



討神喜悅而非討人喜悅
為什麼會令人得釋放?

在事工家庭 工作 中

向神負責可以讓人免受批評的暴虐。
（斯托得)



原則

內容不是錯誤

動機不是污穢

方法不是詭詐

不是討人喜歡

神驗中

討神喜歡

聖潔、公義、無可指摘



神喜悅的事奉

3. 父母之愛 （ VV7-12 ）

2. 純正福音 （ VV3-6 ）

1.不畏艱難 （VV1-2）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

(εὐδοκέω)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

是我們所疼愛的。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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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神的福音；自己的性命

原因：愛 (渴想) 你們

方式：存心温柔（＝不用權柄；不擺架子)

沒有徒然的原因

2:7

2:8

2:9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無可指

摘，有你們作見證，也有神作見證。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

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

的神。

2:10

2:11

2:12

目的 相配嗎? 榮耀神嗎?



爸爸媽媽的愛 詞/曲：游智婷

媽媽的愛是犧牲的愛 爸爸的愛是堅定的愛
你們讓我學習長大 讓我夢想飛翔
媽媽的愛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愛是我的雙臂
你們教我學習付出 教我要愛耶穌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謝謝你們的愛
回頭看著你們笑容 用愛擁抱這世界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帶著感恩的心
願對耶穌愛不改變 一生服事榮耀主



蒙神喜悅的事奉

3. 父母之愛

1. 不畏艱難

內容不是錯誤
動機不是污穢
方法不是詭詐

大患難 (身體+心靈)

2. 純正福音

行事為人對得起神、得神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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