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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的事奉

第四五课第四五课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17-四12

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的事奉
藉提摩太带来建立及安慰的信息

继续以书信事奉教会继续以书信事奉教会

保罗深切盼望再次回到当地事奉，

因为仇敌的阻挡，不能成行，而派提摩太前往坚固、鼓励；

如今从提摩太口中得知他们的情况大得安慰。

切望再见他们的面，

补满或修正教会对真理不完全、遵行不周的地方

鼓励他们在患难中站立得稳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17 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

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 18 所以我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18 所以我

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挡

了我们。19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甚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

20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保罗以信徒的坚贞为他工作的成果。
事奉的奖赏至终不是金钱 名誉或声望事奉的奖赏至终不是金钱、名誉或声望，

而是要看见神借着福音改变了这些人的生命，

这是他工作的奖赏 喜乐与满足这是他工作的奖赏、喜乐与满足。

不论上帝现在给我们甚么样工作、环境，

什 样的成果 才是奖赏 满什么样的成果，才是奖赏、满足？

渴望看见初信者生命的成长
的喜乐就是保 的喜乐他们的喜乐就是保罗的喜乐

他们的长进就是保罗里面的满足

不论在教会、世界工作，渴望都能造就人，生命被建立、改变



‧爱心的劝勉‧爱心的关怀 ‧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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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作：与神同工的）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有古卷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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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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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预先告诉你们难原是命定的。4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

我们必受患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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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

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爱心的劝勉‧爱心的关怀 ‧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徒十七

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之后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之后，

去了庇哩亚，也遇到逼迫，

信徒便将保罗送到雅典信徒便将保罗送到雅典，

留下西拉和提摩太在那里；

之后到雅典与保罗会合。

后来就差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后来就差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

安慰信徒，

鼓励在面对迫害时仍要持守信心鼓励在面对迫害时仍要持守信心。

‧爱心的劝勉‧爱心的关怀 ‧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三3

患难是神为信徒安排 无法避免；患难是神为信徒安排，无法避免；

神没有应许我们免于受苦，

他赐我们能力 能在患难中成长他赐我们能力，能在患难中成长。

当我们经历试炼和困难，

仍然能顺服 生命就能够成长仍然能顺服，生命就能够成长。

幼小的生命 任何颠簸足以成为绊脚石；幼小的生命，任何颠簸足以成为绊脚石；

当长大成熟，就不足以造成伤害。

从爱心关怀角度 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患难从爱心关怀角度，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患难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 ‧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在逼迫和压力中，信徒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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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的想见我

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7 所以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 样。7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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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

10 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

不足。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 ‧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在逼迫和压力中，信徒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信心刚起步的人自己得着激励信心刚起步的人自己得着激励

使保罗大得安慰、喜乐

为提摩太带来「爱心的好消息」为提摩太带来「爱心的好消息」

献上感恩、表达喜乐，

为他们能继续在信仰上成长而代祷为他们能继续在信仰上成长而代祷。

非常多语词看见保罗与教会彼此的情谊。

在基督里有自由与释放，

不吝表达爱、所得的喜乐、安慰。

书信不只教训，表现爱的连结这样深刻。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 ‧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面对因爱心所受的患难、劳苦
不是单凭意志力苦撑着不是单凭意志力苦撑着

还有主的爱、肢体的爱，

彼此扶持 非常得滋润彼此扶持、非常得滋润
保罗的言词中充满喜乐的气氛

我们会察觉
身边有患难 困难没有解决身边有患难、困难没有解决，

但仍会看见主的爱、肢体的爱，

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 ‧呼召及品行

保罗书信的特色 ─ 代祷，祷告的典范
在服事里，不求不遇见困难在服 里， 求不 困难
在困难里，如何按上帝的心意祷告

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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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三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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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 前 心里坚固 成为 洁 无可责备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 ‧呼召及品行

一. 保罗盼望重回帖撒罗尼迦 三11

在第三次旅行宣教去亚西亚时在第三次旅行宣教去亚西亚时，

同行的亚里达古和西公都，

都是来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徒二十4 5）都是来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徒二十4-5）

二 愿爱心增长 充足二. 愿爱心增长、充足

相爱对象不只是信徒彼此相爱，

还有「爱众人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 榜样、劝勉。

在基督里的爱是会不断增长、充足的！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 ‧呼召及品行

二. 愿爱心增长、充足

单单对人友善是不足够的单单对人友善是不足够的，
需要主动和恒久地爱人

我们的爱要不断增长我们的爱要不断增长

与人相处难免有磨擦，

求神让我们在一家人、同工当中，

彼此相爱的心能够增长、充足，

见证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人；

在爱众人、传福音、服事人时，在 事 ，

爱是可以源源不绝的！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 ‧呼召及品行

二. 愿爱心增长、充足

爱人的时后最容易受伤了 ─ 没有得到预期回报爱人的时后最容易受伤了  没有得到预期回报，
不要怕承认自己受伤。

主所付出的爱是神圣的纯爱主所付出的爱是神圣的纯爱，

主也受伤、遭受拒绝、被误会，

主在受死之后复活了！

至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的能力在爱当中带来医治、复苏，

让我们的爱是可以增长、充足的；

这个爱是连于耶稣、是神的爱。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 ‧呼召及品行

三. 能够圣洁见主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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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3

以主的再来为我们追求圣洁的目标，

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三13

主永恒的国度、

众圣徒一起降临的时候，

在他的国度中，我们站立得住。

在爱心中的代祷，在爱心中的代祷，
持续到主耶稣再来、圣洁见主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当远避淫行 过圣洁的生活

新的段落，充满教导和劝勉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一. 当远避淫行，过圣洁的生活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1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

受了我们的教训 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现在所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

行的更加勉励。2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甚么命令。3 神的

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4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

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5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6 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

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7 神召我们 本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7 神召我们，本

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8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

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一. 当远避淫行，过圣洁的生活

罗马帝国的道德水平十分低落罗马帝国的道德水平十分低落，

婚外情造成很大的破口，极大的诱惑力及试探。

这方面跌倒 软弱这方面跌倒、软弱，

所带来的后果、影响是严重的，

伤害到家庭 作 甚至教会伤害到家庭、工作，甚至教会

影响力不只在身体方面，

在精神也在精神、灵性

在道德低落的希腊异教世界中，在道德低落的希腊异教世界中，

重新教导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按着圣经标准来省思。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一. 当远避淫行，过圣洁的生活

信徒在地位上已成圣称义信徒在地位上已成圣称义，
在实际生活上还是要有圣洁的见证。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
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四3

「成为圣洁」需费工夫，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过程。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动工，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邪情私欲 ─ 信徒有这样内、外在的罪行，必遭神刑罚，邪情私欲  信徒有这样内、外在的罪行，必遭神刑罚，

是违背神呼召信徒与赐下圣灵的原意。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二. 当彼此相爱，亲手作工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9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

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10 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

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 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 11 又要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11 又要

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

吩咐你们的，12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

有甚么缺乏了。

‧爱心的劝勉 ‧爱心的关怀‧爱心的好消息‧爱中的代祷‧呼召及品行

二. 当彼此相爱，亲手作工

当时希腊世界看不起体力劳动的人当时希腊世界看不起体力劳动的人，
道德水平、哲学思想，影响他们的生活型态。

教会有些基督徒工作懈怠 游手好闲 管别人的闲事教会有些基督徒工作懈怠、游手好闲、管别人的闲事。

存心倚赖弟兄姊妹爱心救助，破坏教会生活的纪律。

帮助信徒建立圣洁生活的准则

─勤奋工作 安静生活─勤奋工作，安静生活。

如果别人失去对你的尊重，

如何向他们做见证？福音失去效用！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我们承认生命有限、爱心也有限，我 承认 有限 爱 有限，

常常是有条件的付出；

感谢耶稣让我们看见这群榜样，感谢耶稣让我们看见这群榜样，

在生活成圣、爱心劳苦中付上代价。

帮助我们愿意为自己祷告帮助我们愿意为自己祷告，

可以在因爱心受的劳苦中，蒙你悦纳、讨主喜悦。

在圣洁的生活中，使我们所做的见证、所传的福音，
都有吸引力 使人可以信服真道都有吸引力，使人可以信服真道。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根据 三2，保罗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后
派遣谁去坚固、劝慰教会？

保罗在信徒的呼召及品行方面，
做了哪两项劝勉？四1-12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根据 三2，保罗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后

派遣谁去坚固、劝慰教会？

提摩太

保罗在信徒的呼召及品行方面，
做了哪两项劝勉？四1-12

一. 当远避淫行，过圣洁的生活
二 当彼此相爱 亲手作工二. 当彼此相爱，亲手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