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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1)
DCCC主日學

主後2018年5月20日

作者：保罗(1:1)                             
日期：51A.D.夏
地点：哥林多
持信人：不详
目的：指出主再来之福音(被提）

为信徒最大盼望

主旨：主的再来(教会的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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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A. 帖撒羅尼迦城(帖城)原名熱泉(Therma),位於熱泉
灣(Thermatic Gulf)的北端,為一富庶的海囗,西南有
高聳入雲之奧林匹斯山( Mt.Olympus)。315B.C.馬其
頓王的女婿重建帖城及美化,並以其妻(亞歷山大帝之
妹)帖撒羅尼迦名命名。168B.C.被羅馬征服。148B.C.
該城被選為羅馬總督官邸及馬其頓省首府。42B.C.該
撒奧古士督變它為自由城(自治城)(徒17:6-7),交由地
方官管理。帖城位於羅馬與東方主要通道歐拿申大道
(Egnatian Way)上,東西文化與商業均從此經過,成了
當時數一數二的文商中心。城內居民大部分是希臘人, 
集居於此的猶太人也為數不少,故有會堂出現。帖城居
民以崇拜外邦鬼神為主。
現在帖城名叫「撒羅尼迦」(Salonica)，是希臘第二
大城，人口大約一百萬人。

B.帖撒羅尼迦教會(徒17:13-16)                          
1.始源
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到達特羅亞,在那裡他接受那馬
其頓的呼聲,轉到歐洲首站腓立比,在那裡建立腓立比教
會。後因不能多留,便到相距一百哩外之帖撒羅尼迦城。
在那裡一連三個安息日為主證道,所得的果子也不少(徒
16:9-17:4),其中一人(亞里達古)後來成為保羅的助手
之一(徒27:2; 西4:10-11)                            
2.成員
帖撒羅尼迦教會的會友多是從前參加會堂的虔敬者,即
是那些離棄偶像,敬拜真神的外邦人(帖前1:9;2:14,16)，
從帖前書內無一引述舊約的特徵可支持此點。居在帖城
的猶太人也為數不少，他們歸主後便構成教會成員的一
小部分(徒17:3-4)

C.帖撒羅尼迦前書著成的時機
1.歷史
保羅在帖城的工作非常成功,以致引起猶太人
忌恨,糾眾誣告他作反(“傳另一王名耶穌”)(徒
17:5-9)。當晚保羅與他的同伴西拉及提摩太乘
夜離開帖撒羅尼迦,到西面四十哩外之庇哩亞, 
在那里工作頗有成效。在帖城反對他的人趕來
攪亂,於是保羅便把西拉與提摩太留在那裡,自
己動身前往雅典(徒17:12-15)。後來西拉與提
摩太到雅典與保羅會合(帖前3:1-2),保羅便差
遣西拉到腓立比,提摩太回到帖城去,他們二人
去後,保羅便繼程前往哥林多(徒18:1),在那裡,
西拉與提摩太再回來與保羅見面(徒18:5)

2.動機
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的懸念,直到提摩太回來
告訴他帖教會的狀況後才告解除。提摩太帶來
幾項有關帖教會的報告:
(1)他們在主恩里的長進(1章)               
(2)他們對保羅的誤會(2章)                    
(3)他們誤解保羅的教義(4-5章)             
因此保羅立刻回信給他們(3:6-7),為自己及教
義作進一步的解釋。保羅以前在他們中間所傳
有關末世論的道理,曾傳講主的再來乃隨時隨地
的。後來當保羅離開後,主還未再來。當時他們
中間有人已離開世界了,他們便不知如何是好，
故此保羅便向他們解釋,這些死去的人必先復活
被接到榮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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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期
在保羅的書信中,其中一本可確定著書年日的,算是
帖撒羅尼迦前書了。當保羅在哥林多時, 是迦流到
哥林多作方伯時。1909年考古學家在希臘的德勒非
(Delphi)發現一塊古碑,由內文監定,迦流約在51年
夏作哥林多的方伯, 保羅是在他上任不久被提審判,
不久後保羅便離開哥林多到以弗所去,故本書著成之
日期可斷定是51A.D.的夏天
4.本書特點：
(1)保罗书信中最亲切的:充满了温柔和爱慕的言語
(2)含有基督教主要的教义
(3)每章皆以主再来为结束(1:10;2:19;3:13;4:16;5:23)

(4)全无引用旧约
(5)保罗其時信主约十五年,却能书写如此深奥的书简

A.簡綱
一.教會與個人(1-3)

A.稱讚他們的長進 1(1:3)
B.誠懇向他們的表白 2(2:5)
C.因著他們喜樂 3(3:9)

二,教義與實踐(4-5)
A.有關基督徒的生活 4上(4:3)
B.有關基督的再臨 4下(4:16-17)
C.有關基督的日子 5(5:2)

B.詳綱
一. 引言(1:1-3)                                            

A.問安 1:1   B.祈願 1:2-3                           
二. 教會與個人(1:4-3:13)                 

A.誠心的感謝 1:4-10 
1.信心方面(信心的工夫) 1:4-7                    
2.愛心方面(愛心的勞苦) 1:8                  
3.盼望方面(盼望的忍耐) 1:9-10                 

B.誠懇的表白 2:1-20                                 
1.純全的動機 2:1-8                               
2.無私的勞苦 2:9-13                             
3.被趕的經驗 2:14-20                           

C.誠意的盼念 3:1-13                                            
1.計劃的改變 3:1-5                                     
2.喜樂的消息 3:6-9                              
3.迫切的祈禱 3:10-13

三. 教義與實踐(4:1-5:22)                        
A.基督徒的生活 4:1-12                              

1.論聖潔的生活 4:1-8                           
2.論彼此的相愛 4:9-12                          

B.基督的再臨 4:13-18                     
1.復活的次序 4:13-16                   
2.被提的情形 4:17-18                            

C.基督的日子 5:1-11                         
1. 主的日子的時間 5:1-3                  
2. 主的日子的信息 5:4-11                     

D.基督徒的處世 5:12-22                          
1.在教會方面 5:12-15                         
2.個人方面 5:16-22                                     

四. 結語(5:23-28)                                      
A.祝愿 5:23-27 B.祝頌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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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1:1-3) 
A.問安(1:1）

作者向帖教會的啟語問安較他其餘的書信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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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祈願(1:2-3)                                  
作者表達他常在主前禱告紀念他們的信心,愛心,
及盼望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 不住的記念你們因
信心所作的工夫,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因
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1:3)

[kjv]
Remembering without ceasing your work of faith, and labour 
of love, and patience of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the 
sight of God and our Father;

[bbe]
Having ever in mind your work of faith and acts of love and 
the strength of your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fore 
our God and Father;

We continually remember before our God and Father your 
work produced by faith, your labor prompted by love, and 
your endurance inspired by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信、望、愛排列在一起,是保羅書信喜用的方式，
人因有信才有工作，因有愛才有勞苦,因有盼望
才能忍耐。『工夫』是指積極的工作，『勞苦』
是指勞累的工作,『忍耐』是指困難的工作、在
不利環境下作工,信心所作的工夫。

愛是對 agape 的翻譯，是從基督為了罪人死(約

3:16；羅5:8；約壹4:10等)所表現出的愛中所
領受到的觀念。

-Phylos  友誼或親情的愛
-eros 物質情慾的愛

二.教會與個人(1:4-3:13)                       
從1:4始,作者先澄清他與教會之間的問題,再引

入教義與實踐
A.誠心的感謝(1:4-10)                         
作者向教會先發出忠誠的感謝,這感謝乃出自因
認識他們之故,是一個誠心的感謝,在三方面作
者感謝稱讚他們(1:5,8,9)               

1.信心方面(1:4-7) 作者稱讚他們信心的工夫, 
因為當福音傳到他們那裡時,即有充足的信心領
受(1:5),那時雖然他們在大難之中(徒17:5-6), 
但仍能領受真道,效法主基督(1:6),作了所有馬
其頓和亞該亞信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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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
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
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
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
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
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
人的榜样。 1:5-7

2.愛心方面(1:8)                   
因他們愛主之故，就能把他們所信主的
道傳揚出來。由此可見信心(1:7)的證
據就是愛，愛傳揚所信之道。

3.盼望方面(1:9-10)                            
帖城信徒在望方面也得著作者的稱讚，
他們由離棄假神,歸向神,服事神,等候
神等各方面均顯出美好的見證

，

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
又真又活的神，(並且)等候祂兒子從天降
臨，就是祂從死裏復活的─―那位救我們
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 1:9-10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 耶和华希伯

来人的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出9:1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 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诗 84:10

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罗 12:11

信心的工夫--離棄偶像歸向神(1:9a)                        
愛心的勞苦--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1:9b)                                       
盼望的忍耐--等候神的兒子從天降臨(1:10) 

1:3與1:9-10前後回應,也是本章的始末互相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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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誠懇的表白(2:1-20)                                                
在這章裡,作者因教會受外界人士(猶太人及異
教徒)之影響,對他產生誤會而為自己申辯。作
者從三方面申辯:

1.純全的動機(2:1-8) 作者為自己與他的同工, 
向教會表白他們以前在帖城工作時的動機是純
正無偽的
(1)在腓立比受辱,而把工作轉移到帖撒羅尼迦

(2:1-2)                                                    
(2)是神的託付,有神為證(2:3-5)                                    
(3)在他們中間如母親乳養兒女的勞苦,甚至連

性命也不顧(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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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2.無私的勞苦(2:9-13) 除了純全的動機外,作者
以自己在他們中間工作時無私無己的勞苦為佐證:                 
(1)晝夜的辛勞(2:9)                                          
(2)無指摘的見證(2:10)                                            
(3)如父親待兒女的心情(2:11-12)                                          
(4)他們的回應(2:13)                                          
從這四方面指出他的工作不是為己,而是為他們

3.被赶的经验(2:14-20) 作者申述过去在帖城被
赶经验,指出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就是如同那些杀
死耶稣和先知的人一样,神的忿怒必会临到他们
身上。作者因被赶后,肉体虽不在帖城,但如同与
他们同在一样,亦曾极愿回去不果。这一切均显
出他爱他们的心,因他们就是作者的荣耀与喜乐

C.誠意的盼念(3:1-13)                          
在此章中作者續寫2:17－20的主題。以上略為
提及,此段作者把他的心向他們敞開。
1.計劃的改變(3:1-5) 作者自離開帖城後,便輾
轉來到雅典(3:1)(徒17:15-16),在那裡伺機回去,
但因久無機會,掛念他們的心劇增,便改變親自回
去的計劃,打發提摩太前去堅固他們,免他們信心
動搖(3:2-5)                                
2.喜樂的消息(3:6-9) 提摩太去後回來帶來極
美好的消息,使作者得安慰與大喜樂(3:6-9):                                          
(1)他們在患難中信心的堅定(3:6-7)                       
(2)愛心的實在(3:6)                                         
(3)對作者的繫念(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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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迫切的祈禱(3:10-13)                                       
因上述的喜樂與安慰, 作者內心生發為
他們感謝的心。這感謝的代禱不是幾分
鐘的熱度,而是極迫切的(3:10),願:                                   
(1)能與他們相見(3:10a)                              
(2)能堅固他們的信心(3:10b）

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
滿你們信心的不足。願神我們的父,和
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
裡去。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
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
愛你們一樣。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
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
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3: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