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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使徒保罗，西拉和提摩太与他一同问安(1:11:11:11:1), 在信中保罗曾再次特别提到

他的名字(2:182:182:182:18)。早期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士也认为这封信是保罗所写，这些人包

括：亚历山大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200年], 德尔图良

（Tertullian）[公元200年],以及爱任纽（Irenaeus）[公元200年]。 

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 它是罗马帝国管辖的马其顿省中最大的城市，也是该省的首府。

坐落在伊格那修大道上，这条大道是从罗马通向其他东部省份的管道，该城则是那

里的商业贸易中心。今日，那里被称为塞萨洛尼基或萨罗尼迦。 

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7:1 17:1 17:1 17:1----9999中记载了该教会的建立。那是在保罗第二次的

传道之旅中，他和同伴（西拉和提摩太）离开腓立比经过暗妃坡里、亚波罗尼亚，

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按着保罗的惯例，他马上找到会堂，并与那里的犹太人一连三

个安息日，就耶稣基督而辩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还包括许多虔敬的希腊人

和尊贵的妇女。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在城中引起鼓噪。使得保罗和西拉不

得不在夜间悄悄往庇哩亚去。 

虽然开始的兆头不好，但是一个坚固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建立了起来(参见 1:21:21:21:2----

10101010)。教会里大多是外邦人(参见 1:91:91:91:9),其成员包括耶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7:9 17:9 17:9 17:9),亚里达

古，西公都(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20:4 20:4 20:4 20:4)。 

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  帖撒罗尼迦前书可能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信，或者至少是他早

期写的信。根据信中的内容(3:13:13:13:1----6666),以及《使徒行传》中对保罗旅程的记载(使徒使徒使徒使徒

行传行传行传行传 17:10 17:10 17:10 17:10----18:1118:1118:1118:11),保罗可能是在他第二次旅行中到达哥林多后不久写的这封

信。时间大约在公元公元公元公元52 52 52 52 年年年年。 

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  由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建立后，便不得不匆匆离开，这自然使

他很挂念那里弟兄们的情况。保罗当提摩太与在雅典会合(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7:1417:1417:1417:14----

16161616)，保罗的担心促使他立即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鼓励并监督那里新信

徒，并去了解他们受患难情形如何(参见 3:13:13:13:1----5555)。 

提摩太回到哥林多将好消息(参见 3:63:63:63:6----7777)报告给了保罗(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8:5 18:5 18:5 18:5),虽

然他们受到了迫害，但是他们仍然信心坚固(2:132:132:132:13----16161616),甚至为他人作了榜样(1:1:1:1:6666----

8888)。但是，正如所有刚建立的教会一样，他们还需要有关圣洁生活的进一步教导

(参见 4:14:14:14:1----12121212)，并且他们应安心知道，那些他们所爱的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在主

来临的日子是会蒙福的(参见 4:134:134:134:13----18181818)。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保罗写这封信

的目的是： 

   * * * * 称赞他们在迫害中站立得稳称赞他们在迫害中站立得稳称赞他们在迫害中站立得稳称赞他们在迫害中站立得稳 

   * * * * 教导他们圣洁的生活教导他们圣洁的生活教导他们圣洁的生活教导他们圣洁的生活 

   * * * * 更正错误的理解更正错误的理解更正错误的理解更正错误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基督的再来尤其是关于基督的再来尤其是关于基督的再来尤其是关于基督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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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主旨信的主旨信的主旨信的主旨::::  这卷书有一独到之处，那就是每一章的末尾都要提及基督的再来

(1:101:101:101:10；；；；2:192:192:192:19；；；；3:133:133:133:13；；；；4:134:134:134:13----18181818；；；；5:235:235:235:23)。因为信中还强调要信心坚定，过圣洁的生

活，因此可以归纳这封信的主旨为： 

““““基督将要再来基督将要再来基督将要再来基督将要再来，，，，当要圣洁当要圣洁当要圣洁当要圣洁”””” 

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  :  :  :  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3:12 3:12 3:12 3:12----13131313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并爱众人的心并爱众人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都能增长都能增长都能增长、、、、充足充足充足充足，，，，如同我们如同我们如同我们如同我们

爱你们一样爱你们一样爱你们一样爱你们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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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父在我们父在我们父在我们父    神面神面神面神面

前心里坚固前心里坚固前心里坚固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无可责备无可责备无可责备。。。。””””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1 (1:1 (1:1 (1:1----4)4)4)4) 

1. 问安 (1111节节节节) 

2. 因他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而感谢 (2222----4444节节节节) 

I.I.I.I. 个人的省察个人的省察个人的省察个人的省察    (1:5(1:5(1:5(1:5----3:13)3:13)3:13)3:13) 

A.A.A.A. 关于他们的情况关于他们的情况关于他们的情况关于他们的情况 (1:5 (1:5 (1:5 (1:5----10)10)10)10) 

1. 他们接受福音 (1:51:51:51:5----7777) 

2. 他们名声在外 (1:81:81:81:8----10101010) 

B.B.B.B. 关于他的行事关于他的行事关于他的行事关于他的行事 (2:1 (2:1 (2:1 (2:1----12)12)12)12) 

1. 他传道的态度 (2:12:12:12:1----8888)  

2. 他生活的态度 (2:92:92:92:9----12121212) 

C.C.C.C. 关于他的挂念关于他的挂念关于他的挂念关于他的挂念 (2:13 (2:13 (2:13 (2:13----3:13)3:13)3:13)3:13) 

1. 挂念他们的信心 (2:132:132:132:13----3:103:103:103:10) 

2. 挂念他们的成长 (3:113:113:113:11----13131313) 

II.II.II.II. 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 (4:1 (4:1 (4:1 (4:1----5:28)5:28)5:28)5:28) 

A.A.A.A. 圣洁行事圣洁行事圣洁行事圣洁行事 (4:1 (4:1 (4:1 (4:1----8)8)8)8) 

1. 讨神的喜悦 (4:14:14:14:1----2222) 

2. 要远避淫行 (4:34:34:34:3----8888) 

B.B.B.B. 仁爱行事仁爱行事仁爱行事仁爱行事 (4:9 (4:9 (4:9 (4:9----10)10)10)10) 

1. 正如神的教训，叫他们彼此相爱 (4:94:94:94:9) 

2. 要更加勉励 (4:104:104:104:10) 

C.C.C.C. 勤勉行事勤勉行事勤勉行事勤勉行事(4:11(4:11(4:11(4:11----12)12)12)12) 

1. 亲手做工 (4:114:114:114:11) 

2. 向外人行事端正 (4:124:124:124:12) 

D.D.D.D. 盼望行事盼望行事盼望行事盼望行事 (4:13 (4:13 (4:13 (4:13----18)18)18)18) 

1. 不要为已经死去的人而忧伤 (4:134:134:134:13----14141414) 

2. 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与他们重聚 (4:154:154:154:15----1818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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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E. 谨守行事谨守行事谨守行事谨守行事 (5:1 (5:1 (5:1 (5:1----11)11)11)11) 

1. 因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5:15:15:15:1----4444) 

2. 因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 (5:55:55:55:5----8888) 

3. 因神预定我们藉著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5:95:95:95:9----11111111) 

F.F.F.F. 顺服行事顺服行事顺服行事顺服行事 (5:12 (5:12 (5:12 (5:12----22)22)22)22) 

1. 通过敬重在主里面治理我们的人 (5:125:125:125:12----13131313) 

2. 通过彼此关心 (5:145:145:145:14----15151515) 

3. 通过喜乐、祷告、感恩 (5:165:165:165:16----18181818) 

4. 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藐视先知的讲论，但也不可轻信上当 (5:195:195:195:19----22222222)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5:23 (5:23 (5:23 (5:23----28)28)28)28) 

1. 祷告愿他们成圣、蒙保守 (5:235:235:235:23----24242424) 

2. 恳请他们为他祷告 (5:255:255:255:25) 

3. 嘱咐他们要与众弟兄圣洁亲嘴问安，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5:265:265:265:26----27272727) 

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他们同在 (5:285:285:285:28) 

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 

1) 1) 1) 1) 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 

   - 保罗的第二次传道之旅 

2) 2) 2) 2) 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 

   - 使徒行传17:1-9 

3) 3) 3) 3) 在引来麻烦之前在引来麻烦之前在引来麻烦之前在引来麻烦之前，，，，保罗在犹太会堂传讲了多长时间保罗在犹太会堂传讲了多长时间保罗在犹太会堂传讲了多长时间保罗在犹太会堂传讲了多长时间？？？？((((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7:2) 17:2) 17:2) 17:2) 

   - 三个安息日 

4) 4) 4) 4) 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去了什么地方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去了什么地方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去了什么地方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去了什么地方？？？？((((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7:10) 17:10) 17:10) 17:10) 

   - 庇哩亚 

5) 5) 5) 5) 保罗为什么很快又再次离开前往雅典保罗为什么很快又再次离开前往雅典保罗为什么很快又再次离开前往雅典保罗为什么很快又再次离开前往雅典？？？？((((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7:13 17:13 17:13 17:13----15)15)15)15) 

   - 从帖撒罗尼迦跟来的犹太人在那里引来更多的麻烦 

6) 6) 6) 6) 当保罗在雅典是当保罗在雅典是当保罗在雅典是当保罗在雅典是，，，，他派谁回到帖撒罗尼迦他派谁回到帖撒罗尼迦他派谁回到帖撒罗尼迦他派谁回到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3:1 3:1 3:1 3:1----2)2)2)2) 

   - 提摩太 

7) 7) 7) 7) 保罗离开了雅典后去了哪里保罗离开了雅典后去了哪里保罗离开了雅典后去了哪里保罗离开了雅典后去了哪里？？？？谁后来也去到那里谁后来也去到那里谁后来也去到那里谁后来也去到那里？？？？((((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8:1,5) 18:1,5) 18:1,5) 18:1,5) 

   - 哥林多 

   - 西拉和提摩太 

8) 8) 8) 8) 保罗何时何地写的保罗何时何地写的保罗何时何地写的保罗何时何地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 在哥林多，公元52年左右 

9) 9) 9) 9) 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见见见见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    

   - 称赞他们在迫害中站立得稳 

   - 教导他们圣洁的生活 

   - 更正错误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基督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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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0) 10) 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    

      - 基督将要再来，当要圣洁 

11) 11) 11) 11) 这封信的重点经节是什么这封信的重点经节是什么这封信的重点经节是什么这封信的重点经节是什么？？？？ 

   - 帖撒罗尼迦前书 3:12-13 

12) 12) 12) 12) 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这封信可分为哪两个主要部分这封信可分为哪两个主要部分这封信可分为哪两个主要部分这封信可分为哪两个主要部分？？？？    

   - 个人的感想 

   - 使徒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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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帖撒罗尼帖撒罗尼帖撒罗尼迦前书迦前书迦前书迦前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知道信心、盼望和爱心应该怎样体现 

2) 注意到一个刚建立起来的会众有着多么大的潜力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并成为 

   中信徒的榜样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保罗与西拉和提摩太——就是福音第一次在帖撒罗尼迦传讲时，与保罗在一起的那

两个弟兄——在信的开头一同问安，并祈求恩典和平安。接着他献上感恩，因为他

们因信心而做工，因爱心而受劳苦，因盼望存忍耐，保罗知道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 

(1111----4444节节节节)。 

保罗如此确信他们是神拣选的，还因为他们接受福音的态度。这福音不仅通过言语

还通过权能、圣灵以及充足的信心传到他们那里。他们效法保罗和主在患难和喜乐

中领受真道。而他们自己也成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通过他们福音

被传扬到各地，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大大传开，不需要保罗再向他人介绍他们了。事

实上，保罗从他人那里得知，帖撒罗尼迦人离弃偶像而服事真神，他们等待复活的

基督再从天上降临，救他们脱离那将要来的忿怒 (5555----10101010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1(1(1----4444节节节节)))) 

A.A.A.A. 问安问安问安问安 (1 (1 (1 (1节节节节)))) 

1. 来自保罗、西拉、提摩太 (1111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2. 写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1111节第节第节第节第二部分二部分二部分二部分) 

3. 愿神和耶稣的恩惠、平安归与他们 (1111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B.B.B.B.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2(2(2(2----4444节节节节)))) 

1. 为他们感谢神，在他祷告的时候提到他们 (2222节节节节) 

2. 不住地记念他们那 

a. 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b.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c.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3333节节节节) 

3. 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 (4444节节节节) 

II.II.II.II. 察看他们的状况察看他们的状况察看他们的状况察看他们的状况 (5 (5 (5 (5----10101010节节节节)))) 

A.A.A.A. 他们接受福音他们接受福音他们接受福音他们接受福音 (5 (5 (5 (5----7777节节节节)))) 

1. 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 

a. 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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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圣灵 

c. 充足的信心 

         ……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和同伴在他们那里，为他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5555节节节节) 

2. 他们领受真道，效法保罗，也效法了主 (666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a. 在大难之中 (666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666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他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7777节节节节) 

B.B.B.B. 他们名声在外他们名声在外他们名声在外他们名声在外 (8 (8 (8 (8----10101010节节节节)))) 

1. 主的道从他们那里已经传扬到马其顿和亚该亚，并传到各处(8888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他们的信心传扬出去，所以不用保罗说什么话 (8888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其他人已经报明保罗…… 

a. 保罗是怎样进到他们那里 (9999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他们是怎样离弃偶像，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9999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 他们是如何等候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人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从天降临 (10101010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介绍 (1-4节) 

   - 察看他们的状况 (5-10节) 

2) 2) 2) 2) 这封信中谁与保罗一同问安这封信中谁与保罗一同问安这封信中谁与保罗一同问安这封信中谁与保罗一同问安？？？？(1(1(1(1节节节节)))) 

   - 西拉和提摩太 

3) 3) 3) 3) 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1(1(1(1节节节节)))) 

   - 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4) 4) 4) 4) 保罗因帖撒罗尼迦人的哪三件事而感恩保罗因帖撒罗尼迦人的哪三件事而感恩保罗因帖撒罗尼迦人的哪三件事而感恩保罗因帖撒罗尼迦人的哪三件事而感恩？？？？(3(3(3(3节节节节))))     

   - 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 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 他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5) 5) 5) 5) 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4(4(4(4节节节节)))) 

   - 他们蒙神拣选 

6) 6) 6) 6) 福音是如何临到帖撒罗尼迦人的福音是如何临到帖撒罗尼迦人的福音是如何临到帖撒罗尼迦人的福音是如何临到帖撒罗尼迦人的？？？？(5(5(5(5节节节节)))) 

   - 通过言语、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7) 7) 7) 7) 他们是如何效法保罗和主的他们是如何效法保罗和主的他们是如何效法保罗和主的他们是如何效法保罗和主的？？？？(6(6(6(6节节节节)))) 

   - 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 

8) 8) 8) 8) 他们成了谁的榜样他们成了谁的榜样他们成了谁的榜样他们成了谁的榜样？？？？(7(7(7(7节节节节)))) 

   - 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9) 9) 9) 9) 有哪两件事从帖撒罗尼迦传扬出去有哪两件事从帖撒罗尼迦传扬出去有哪两件事从帖撒罗尼迦传扬出去有哪两件事从帖撒罗尼迦传扬出去？？？？(8(8(8(8节节节节)))) 

   - 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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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向神的信心 

10) 10) 10) 10) 哪两件事描述了他们接纳保罗的态度哪两件事描述了他们接纳保罗的态度哪两件事描述了他们接纳保罗的态度哪两件事描述了他们接纳保罗的态度？？？？(9(9(9(9----10101010节节节节)))) 

   - 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 他们等候耶稣从天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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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从保罗的榜样中看到，传道人在那些由他们牧养的弟兄中间应该如何行事 

2) 试想既然我们彼此将在基督来临的日子相见，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保罗回顾完他们对福音的接受，此刻他开始省察他在他们中间时，他自己的举止。

他描述了自己传道的方式，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用诡诈，不是为了讨

人喜欢，不用谄媚的话，没有藏着贪心，不向人求荣耀，只求神的荣耀。即使被害

受迫他还是放胆讲福音，向他们存温柔的心，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1111----8888节节节节)。

他个人的生活是忘我的，他辛勤劳碌，不给他们添负担，在他们中间举止虔敬、公

义、无可指摘。保罗对他们好像父亲对儿女一样，劝导、安慰、嘱咐他们行事要对

得住那召他们进他国、得他过的神 (9999----12121212节节节节)。 

接着保罗讲到他非常挂念他们的状况。他感谢神，因为他们接受了他传的福音为神

的道而不是人的道。保罗还写到他们如何效法了犹太地的各教会，在受到本地人逼

迫的情况下仍接受了福音 (13131313----16161616节节节节)。虽然保罗离开他们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渴

望能再次见到他们，可是撒但阻挡了他。他如此切望见到他们，是因为他感到当主

再来时，在主面前他们就是他的盼望、喜乐和所夸的冠冕 (17171717----20202020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省察他的行事省察他的行事省察他的行事省察他的行事 (1 (1 (1 (1----12121212节节节节)))) 

A.A.A.A. 他传道的态度他传道的态度他传道的态度他传道的态度    (1(1(1(1----8888节节节节)))) 

1. 并不是徒然的，乃是在被害受辱中放开胆量 (1111----2222节节节节) 

2. 出于错误、污秽、诡诈，乃是要讨神喜欢 (3333----4444节节节节) 

3. 没有谄媚、贪心，没有因作基督的使徒向别人求荣耀 (5555----6666节节节节) 

4. 只是如同母亲，存心温柔，疼爱他们，不但愿意将福音给他们，连自己的性

命也愿意给他们 (7777----8888节节节节) 

B.B.B.B. 他生活的态度他生活的态度他生活的态度他生活的态度    (9(9(9(9----11112222节节节节)))) 

1. 昼夜做工，免得叫他们受累，传神的福音给他们 (9999节节节节) 

2. 行为敬虔、公义，无可指摘 (10101010节节节节) 

3. 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劝勉、安慰、嘱咐他们，要他们行事对得起那

召他们进他国的神 (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II.II.II.II. 察看他的挂念察看他的挂念察看他的挂念察看他的挂念 (13 (13 (13 (13----20202020节节节节)))) 

A.A.A.A. 为他们接受神的道而感恩为他们接受神的道而感恩为他们接受神的道而感恩为他们接受神的道而感恩 (13 (13 (13 (13----16161616节节节节)))) 

1. 他们领受了他所传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那信主的人心中 

(13131313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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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曾效法在犹太地的教会 (14141414----16161616节节节节) 

a. 他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14141414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像那些在犹太地的人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14141414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1) 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1515151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这些犹太人又把使徒们赶出去，不许他们传道给外邦人 (15151515节后半节后半节后半节后半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1616161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这些犹太人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忿怒临在他们身上(1111666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 B. B. B. 挂念他们的事挂念他们的事挂念他们的事挂念他们的事 (17 (17 (17 (17----20202020节节节节)))) 

1. 他非常想再次见到他们 (17171717节节节节) 

2. 他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挡了他 (18181818节节节节) 

3. 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主面前，他们就是保罗的盼望和喜乐并所

夸的冠冕 (19191919----20202020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省察他的行事 (1-12节) 

   - 察看他的挂念 (12-20节) 

2) 2) 2) 2) 保罗在到达帖撒罗尼迦之前遭遇过什么保罗在到达帖撒罗尼迦之前遭遇过什么保罗在到达帖撒罗尼迦之前遭遇过什么保罗在到达帖撒罗尼迦之前遭遇过什么？？？？当他到达后他的态度如何当他到达后他的态度如何当他到达后他的态度如何当他到达后他的态度如何？？？？(2(2(2(2节节节节)))) 

   - 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6:16 16:16 16:16 16:16----40404040) 

   - 靠着他的神放开胆量传神的福音 

3) 3) 3) 3)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怎样行事的怎样行事的怎样行事的怎样行事的？？？？(3(3(3(3----6666节节节节)))) 

   - 出于错误 

   - 出于污秽 

   - 用诡诈 

   - 讨人喜欢 

   - 用谄媚的话 

   - 藏着贪心 

   - 向人求荣耀 

4) 4) 4) 4) 保罗用了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保罗用了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保罗用了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保罗用了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对待他们的？？？？(7(7(7(7节节节节)))) 

   - 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5) 5) 5) 5) 保罗除了给他们神的福音之外保罗除了给他们神的福音之外保罗除了给他们神的福音之外保罗除了给他们神的福音之外，，，，还给还给还给还给了他们什么了他们什么了他们什么了他们什么？？？？(8(8(8(8节节节节)))) 

   - 他自己的生命 

6) 6) 6) 6)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怎样行事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怎样行事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怎样行事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怎样行事的？？？？(9(9(9(9----10101010节节节节)))) 

   - 昼夜做工，免得叫他们受累 

   - 敬虔、公义、无可指摘 

7) 7) 7) 7) 保罗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劝勉他们的保罗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劝勉他们的保罗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劝勉他们的保罗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是如何劝勉他们的？？？？(11(11(11(11节节节节)))) 

   - 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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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8) 8) 保罗希望他们如何行事保罗希望他们如何行事保罗希望他们如何行事保罗希望他们如何行事？？？？(12(12(12(12节节节节)))) 

   - 对得起那召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9) 9) 9) 9) 帖撒罗尼迦人是怎样接受从保罗那里听到的神的道帖撒罗尼迦人是怎样接受从保罗那里听到的神的道帖撒罗尼迦人是怎样接受从保罗那里听到的神的道帖撒罗尼迦人是怎样接受从保罗那里听到的神的道？？？？(13(13(13(13节节节节)))) 

   - 他们领受神道；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 

10) 10) 10) 10) 关于神的道和信神道的人关于神的道和信神道的人关于神的道和信神道的人关于神的道和信神道的人，，，，保罗说了些什保罗说了些什保罗说了些什保罗说了些什么么么么？？？？(13(13(13(13节节节节)))) 

   - 它运行在信主的人心中 

11) 11) 11) 11) 帖撒罗尼迦人在领受福音上效法谁的榜样帖撒罗尼迦人在领受福音上效法谁的榜样帖撒罗尼迦人在领受福音上效法谁的榜样帖撒罗尼迦人在领受福音上效法谁的榜样？？？？是怎样效法的是怎样效法的是怎样效法的是怎样效法的？？？？(14(14(14(14节节节节)))) 

   - 在犹太地的各教会 

   - 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12) 12) 12) 12) 犹太人做了什么事犹太人做了什么事犹太人做了什么事犹太人做了什么事？？？？(14(14(14(14----16161616节节节节)))) 

   - 杀了主耶稣和他们自己的先知 

   - 逼迫使徒，不许他们传道给外邦人 

13) 13) 13) 13) 谁阻挡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谁阻挡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谁阻挡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谁阻挡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18(18(18(18节节节节)))) 

   - 撒但 

14) 14) 14) 14) 保罗如何看待帖撒罗尼迦人保罗如何看待帖撒罗尼迦人保罗如何看待帖撒罗尼迦人保罗如何看待帖撒罗尼迦人？？？？(19(19(19(19----20202020节节节节)))) 

   - 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主面前他们就是保罗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 

   - 他们是他的荣耀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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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看到切实存在被引诱的危险，看到在主里站立得稳的必要性 

2) 体会我们信心的坚固如何会给那些靠信心教导我们的人带来喜乐和力量 

3) 理解要使我们在基督再来时在神面前无可指摘，就必须在爱中增长、充足 

保罗表示他很挂念他们的信心，他解释了为何要派提摩太去他们那里，而他自己留

在了雅典。他担心他们的患难会给撒但提供机会试探他们，使他的劳苦都白费了，

他派提摩太去为的是要坚固他们，并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 (1111----5555节节节节)。 

提摩太为保罗带回了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好消息，他告诉保罗他们的信心和爱

心，他们对保罗常常思念，并渴望再见到保罗。这大大安慰了身处患难中的保罗，

他甚是感谢和喜乐。他昼夜祷告想要再次见到他们，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他祷告

求神和耶稣指引他回到他们那里。他还求主叫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充足，好使他们在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神面前心里坚固，无可

责备 (6666----13131313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保罗保罗保罗保罗挂念他们的信心挂念他们的信心挂念他们的信心挂念他们的信心    (1(1(1(1----10101010节节节节)))) 

A.A.A.A. 提摩太的使命提摩太的使命提摩太的使命提摩太的使命 (1 (1 (1 (1----5555节节节节)))) 

1. 当保罗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1111节节节节) 

2. 他打发提摩太前去…… 

a. 坚固他们，并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 (2222节节节节) 

b.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333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1) 他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333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保罗以前预先告诉过他们 (4444节节节节) 

c.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1) 他们是否受诱惑 (555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他的劳苦是否归于徒然 (5555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提摩太的报告提摩太的报告提摩太的报告提摩太的报告 (6 (6 (6 (6----11110000节节节节)))) 

1. 提摩太带回好消息，是关于…… 

a. 他们的信心和爱心 (6666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他们常常记念我们 (6666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c. 他们切切地想见保罗，如同保罗想见他们一样 (6666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2. 这好消息使保罗在困苦患难中得了安慰 (7777----8888节节节节) 

a. 他因著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7777节节节节) 

b. 他因他们靠主站立得稳就觉得精神抖擞 (8888节节节节) 

3. 他的感谢溢于言表 (9999----10101010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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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因他们，因他们带给他的喜乐而感谢神 (9999节节节节) 

b. 他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他们的面，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 (10101010节节节节) 

II.II.II.II. 保罗保罗保罗保罗挂念他们的成长挂念他们的成长挂念他们的成长挂念他们的成长    (11(11(11(11----13131313节节节节)))) 

A.A.A.A. 他为自己祷告他为自己祷告他为自己祷告他为自己祷告 (11 (11 (11 (11节节节节)))) 

1. 请求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 (1111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使他能再去到帖撒罗尼迦 (1111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他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    (12(12(12(12----13131313节节节节)))) 

1. 愿主叫他们的爱都能增长、充足 

a. 对彼此，对众人的爱心 (1212121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如同保罗爱他们一样 (1212121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这样主就可以使他们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a. 在我们父神面前 (1313131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1313131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保罗挂念他们的信心 (1-10节) 

   - 保罗挂念他们的成长 (11-13节) 

2222) ) ) ) 当保罗派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后当保罗派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后当保罗派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后当保罗派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后，，，，他自己留在哪里他自己留在哪里他自己留在哪里他自己留在哪里？？？？(1(1(1(1节节节节)))) 

   - 雅典 

3) 3) 3) 3) 保罗为什么要派遣提摩太保罗为什么要派遣提摩太保罗为什么要派遣提摩太保罗为什么要派遣提摩太？？？？(2(2(2(2节节节节)))) 

   - 要坚固他们，并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 

4) 4) 4) 4) 保罗担心什么会使他们的信心动摇保罗担心什么会使他们的信心动摇保罗担心什么会使他们的信心动摇保罗担心什么会使他们的信心动摇？？？？(3(3(3(3节节节节)))) 

   - 他们受的患难 

5)5)5)5)    保罗派提摩太去了解他们的信心保罗派提摩太去了解他们的信心保罗派提摩太去了解他们的信心保罗派提摩太去了解他们的信心，，，，是出于哪两个原因是出于哪两个原因是出于哪两个原因是出于哪两个原因？？？？(5(5(5(5节节节节)))) 

   - 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他们 

   - 恐怕保罗的劳苦归于徒然 

6) 6) 6) 6) 提摩太为保罗带回了哪些好消息提摩太为保罗带回了哪些好消息提摩太为保罗带回了哪些好消息提摩太为保罗带回了哪些好消息？？？？(6(6(6(6节节节节)))) 

   - 他们的信心和爱心 

   - 他们常常记念我们   

   - 他们切切地想见保罗，如同保罗想见他们一样 

7) 7) 7) 7) 这些消息对保罗有何影响这些消息对保罗有何影响这些消息对保罗有何影响这些消息对保罗有何影响？？？？(7(7(7(7----9999节节节节)))) 

   - 使他在困苦患难中得了安慰 

   - 使他活了 

   - 使他甚是感谢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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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8) 8) 保罗为何事昼夜祷告保罗为何事昼夜祷告保罗为何事昼夜祷告保罗为何事昼夜祷告？？？？(10(10(10(10节节节节)))) 

   - 要见他们的面，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 

9) 9) 9) 9) 保罗为自己祷告祈求什么保罗为自己祷告祈求什么保罗为自己祷告祈求什么保罗为自己祷告祈求什么？？？？(11(11(11(11节节节节)))) 

   - 愿神和耶稣引领他到帖撒罗尼迦人那里 

10) 10) 10) 10)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求什么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求什么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求什么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求什么？？？？(12(12(12(12----13131313节节节节)))) 

   - 愿主叫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 

   - 使他们在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

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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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理解基督徒应该如何在顺服、圣洁、爱心和勤勉等事上更加勉励 

2) 体会我们为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有着宝贵的盼望和安慰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使徒保罗在这一章的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基督徒圣洁行事的教导，尤其是从基

督的到来这个角度来教导他们。他劝他们要更加勉励以使神喜悦，他首先强调他们

的成圣以及必须远避淫行 (1111----8888节节节节)。尽管他们已有了神的教训叫他们要彼此相

爱，并且他们的确以爱心对待马其顿全地的所有弟兄，但保罗还是在接下来的部分

劝他们要在对兄弟的爱心上更加勉励 (9999----10101010节节节节)。为了使他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

正，他劝他们要安静地生活，做自己的事，亲手做工 (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接着保罗提及有关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这一问题。他不希望帖撒罗尼迦为这些人而忧

伤，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因为神不仅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也会将那些在耶稣里

睡了的人一同带来 (13131313----14141414节节节节)。他随之便引出了对主降临的描述，尤其提到那些

在基督来临时仍活着存留的人不可能在那些死了的人之前。的确，当主从天上降

临，那在基督里死了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他们一同被提

到空中与主相见，和主永远在一起。所以基督徒应该用这些话彼此安慰(15151515----18181818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圣洁行事圣洁行事圣洁行事圣洁行事 (1 (1 (1 (1----8888节节节节)))) 

A.A.A.A. 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 (1 (1 (1 (1----2222节节节节)))) 

1. 靠着主耶稣劝他们，要他们更加勉励 (1111节节节节) 

2. 保罗凭主耶稣传给他们命令 (2222节节节节) 

B.B.B.B. 要远避淫行要远避淫行要远避淫行要远避淫行 (3 (3 (3 (3----8888节节节节)))) 

1.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 (3333节节节节) 

2. 使各人晓得怎样守着自己的身体 (4444----5555节节节节) 

a. 用圣洁、尊贵 (4444节节节节) 

b.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5555节节节节) 

3. 不要任何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 (6666节节节节) 

a. 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666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正如保罗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他们的 (666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4. 因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7777节节节节) 

5. 那弃绝这教训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 (8888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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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仁爱行事仁爱行事仁爱行事仁爱行事 (9 (9 (9 (9----10101010节节节节)))) 

A.A.A.A. 正如神的教训正如神的教训正如神的教训正如神的教训 (9 (9 (9 (9节节节节)))) 

1.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保罗写信给他们 (9999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因为他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他们彼此相爱 (9999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要更加勉励要更加勉励要更加勉励要更加勉励 (10 (10 (10 (10节节节节)))) 

1. 他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 (11110000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但保罗劝他们要更加勉励 (10101010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III.III.III.III. 勤勉行事勤勉行事勤勉行事勤勉行事 (11 (11 (11 (11----12121212节节节节)))) 

A.A.A.A. 亲手做工亲手做工亲手做工亲手做工 (11 (11 (11 (11节节节节)))) 

1. 他们应该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 (1111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亲手做工，正如保罗从前所吩咐他们的 (1111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向外人行事端正向外人行事端正向外人行事端正向外人行事端正 (12 (12 (12 (12节节节节)))) 

1. 向外人行事要端正 (1212121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这样他们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1212121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IV.IV.IV.IV. 盼望行事盼望行事盼望行事盼望行事 (13 (13 (13 (13----18181818节节节节)))) 

A.A.A.A. 不要为已经死去的人而忧伤不要为已经死去的人而忧伤不要为已经死去的人而忧伤不要为已经死去的人而忧伤    (13(13(13(13----14141414节节节节)))) 

1. 保罗不愿意他们不知道 (13131313节节节节) 

a. 论到睡了的人 (1313131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1313131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

同带来 (14141414节节节节) 

B.B.B.B.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与他们重聚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与他们重聚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与他们重聚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与他们重聚    (15(15(15(15----18181818节节节节)))) 

1. 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15151515节节节节) 

a.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16161616节节节节) 

1) 有呼叫的声音 

2) 有天使长的声音 

3) 有神的号吹响 

b.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1616161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17171717节节节节) 

a.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 (1717171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1717171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所以，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11118888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圣洁行事 (1-8节) 

   - 仁爱行事 (9-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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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勤勉行事 (11-12节) 

   - 盼望行事 (13-18节) 

2) 2) 2) 2) 保罗靠着主耶稣求他们保罗靠着主耶稣求他们保罗靠着主耶稣求他们保罗靠着主耶稣求他们、、、、劝他们什么劝他们什么劝他们什么劝他们什么？？？？(1(1(1(1节节节节)))) 

   - 要更加勉励 

3) 3) 3) 3) 神对我们的成圣有什么旨意神对我们的成圣有什么旨意神对我们的成圣有什么旨意神对我们的成圣有什么旨意？？？？(3(3(3(3节节节节)))) 

   - 要远离淫行 

4) 4) 4) 4) 各人都要对自己的身体怎样各人都要对自己的身体怎样各人都要对自己的身体怎样各人都要对自己的身体怎样？？？？(4(4(4(4----5555节节节节)))) 

   - 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5) 5) 5) 5) 为什么我们要谨慎为什么我们要谨慎为什么我们要谨慎为什么我们要谨慎，，，，不要在这样的事上欺负我们的不要在这样的事上欺负我们的不要在这样的事上欺负我们的不要在这样的事上欺负我们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6(6(6(6----7777节节节节)))) 

   - 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 因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6) 6) 6) 6) 如果我们拒绝了保罗的告诫如果我们拒绝了保罗的告诫如果我们拒绝了保罗的告诫如果我们拒绝了保罗的告诫，，，，实际上我们是拒绝了谁实际上我们是拒绝了谁实际上我们是拒绝了谁实际上我们是拒绝了谁？？？？(8(8(8(8节节节节)))) 

   - 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 

7)7)7)7)为什么论到弟兄们相爱为什么论到弟兄们相爱为什么论到弟兄们相爱为什么论到弟兄们相爱，，，，保罗不需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保罗不需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保罗不需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保罗不需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但他还是要劝但他还是要劝但他还是要劝但他还是要劝

他们什么他们什么他们什么他们什么？？？？(9(9(9(9----10101010节节节节)))) 

   - 因为他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他们彼此相爱 

   - 因为他们用爱心对待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 

   - 要更加勉励 

8) 8) 8) 8) 为了使他们向外邦人行事端正为了使他们向外邦人行事端正为了使他们向外邦人行事端正为了使他们向外邦人行事端正，，，，没有什么缺乏没有什么缺乏没有什么缺乏没有什么缺乏，，，，保罗鼓励他们做哪三件事保罗鼓励他们做哪三件事保罗鼓励他们做哪三件事保罗鼓励他们做哪三件事？？？？        

(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 立志作安静人，  

   - 办自己的事 

   - 亲手做工    

9) 9) 9) 9) 论到那些睡了的人论到那些睡了的人论到那些睡了的人论到那些睡了的人，，，，保罗为什么不想他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不想他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不想他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不想他们不知道？？？？(13(13(13(13节节节节)))) 

   - 恐怕他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10) 10) 10) 10) 神神神神必将必将必将必将谁谁谁谁与耶稣一同带来与耶稣一同带来与耶稣一同带来与耶稣一同带来？？？？(14(14(14(14节节节节)))) 

   - 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11) 11) 11) 11)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活活活活着着着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保罗说了些什么保罗说了些什么保罗说了些什么保罗说了些什么？？？？(15(15(15(15节节节节)))) 

   - 他们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12) 12) 12) 12) 列举当基督再来时要依次发生哪些事情列举当基督再来时要依次发生哪些事情列举当基督再来时要依次发生哪些事情列举当基督再来时要依次发生哪些事情 (16 (16 (16 (16----17171717节节节节)))) 

   -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 活著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13) 13) 13) 13) 看到这些将要发生的事看到这些将要发生的事看到这些将要发生的事看到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18(18(18(18节节节节)))) 

   - 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17 

《《《《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注意主到来的日子很突然，并且我们为此应该如何做准备 

2) 看到对于在主里治理我们的人我们应有的责任，以及我们对彼此的责任 

3) 体会在喜乐、感恩和祷告的事上神的旨意是什么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这一章里使徒保罗继续他的教导，他知道他不必写信告诉帖撒罗尼迦人主来的时

间，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主来的日子如夜里的贼，使很多没有意料到的人难逃突如

其来的毁灭 (1111----3333节节节节)。而对于基督徒来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是“光明之

子，”“白昼之子；” 因此他们应该警惕清醒，穿上用信心和爱心作的护心镜，

戴上用救赎的盼望作的头盔(4444----8888节节节节)。他们既然知道神预定他们要藉着基督得救，

便晓得他们无论是死是活都将与基督一同活着。有了这样的盼望，他们就应该彼此

安慰，互相教导，正如他们素来所行的那样 (9999----11111111节节节节)。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劝勉。首先要敬重尊敬那些在他们中间劳苦，在主里治理他们的

人，并且他们自己也要彼此和睦 (12121212----13131313节节节节)。随后的劝导是关于对彼此的关心，

并呼吁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感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或藐视先知的讲

论，但凡事要察验，持守美善的，禁戒各样的恶事 (14141414----22222222节节节节)。 

保罗在信的末尾为他们祷告愿他们成为圣洁，因为这关系到主的来临，他还提醒他

们信实的神必成就此事。他恳请他们为他祷告，最后教导他们彼此问安的事以及要

把这封信读给所有的弟兄听。信末他亲笔署名并祷告愿主耶稣的恩典常与他们同在 

(23232323----28282828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谨守行事谨守行事谨守行事谨守行事    (1(1(1(1----11111111节节节节)))) 

A.A.A.A. 因因因因主的日子来到主的日子来到主的日子来到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1 (1 (1 (1----4444节节节节)))) 

1. 论到时候、日期，不用保罗写信给他们 (1111节节节节) 

2. 他们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2222节节节节) 

3. 这日子会在很多人没有意料到的时候来到；他们绝不能逃脱 (3333节节节节) 

4. 但弟兄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他们像贼一样 (4444节节节节) 

B.B.B.B. 因我们因我们因我们因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光明之子都是光明之子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都是白昼之子都是白昼之子都是白昼之子    (5(5(5(5----8888节节节节)))) 

1.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5555节节节节) 

2. 所以，我们总要警醒谨守，不像那些睡了的人和喝醉的人 (6666----7777节节节节) 

3. 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穿戴合宜……， (8888节节节节) 

a.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 

b.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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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因神因神因神因神预定我们藉著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预定我们藉著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预定我们藉著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预定我们藉著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9(9(9(9----11111111节节节节)))) 

1. 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救 (9999节节节节) 

2. 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10101010节节节节) 

3. 所以，我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 (11111111节节节节) 

II.II.II.II. 顺服行事顺服行事顺服行事顺服行事    (12(12(12(12----22222222节节节节)))) 

A.A.A.A.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敬重治理我们的人敬重治理我们的人敬重治理我们的人敬重治理我们的人    (12(12(12(12----13131313节节节节)))) 

1. 要敬重那…… 

a. 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 (12121212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他们在主里面治理我们 (12121212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c. 他们劝戒我们 (12121212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2. 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1313131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我们也要彼此和睦 (1313131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彼此关心彼此关心彼此关心彼此关心 (14 (14 (14 (14----15151515节节节节)))) 

1. 劝弟兄们 

a.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14141414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勉励灰心的人 (14141414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c. 扶助软弱的人 (14141414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d. 要向众人忍耐 (14141414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2. 谁都不可以恶报恶；(1515151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15151515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C.C.C.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喜乐喜乐喜乐喜乐、、、、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16(16(16(16----18181818节节节节)))) 

1. 要常常喜乐 (16161616节节节节) 

2. 不住地祷告 (17171717节节节节) 

3. 凡事谢恩 (18181818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18181818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D.D.D.D. 不消灭圣灵不消灭圣灵不消灭圣灵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感动的感动的感动，，，，但要凡事察验但要凡事察验但要凡事察验但要凡事察验 (19 (19 (19 (19----22222222节节节节)))) 

1. 不要他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19191919----20202020节节节节) 

2. 但他们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21212121----22222222节节节节) 

III.III.III.III.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23 (23 (23 (23----28282828节节节节)))) 

A.A.A.A. 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 (23 (23 (23 (23----24242424节节节节)))) 

1. 愿赐平安的神使他们全然成圣 (2323232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愿他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2323232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提醒他们那召他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24242424节节节节) 

B.B.B.B. 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 (25 (25 (25 (25节节节节)))) 

C.C.C.C. 最后的嘱咐最后的嘱咐最后的嘱咐最后的嘱咐 (26 (26 (26 (26----27272727节节节节)))) 

1.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 (26262626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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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27272727节节节节) 

D.D.D.D. 最后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常与他们同在最后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常与他们同在最后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常与他们同在最后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常与他们同在 (28 (28 (28 (28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谨守行事 (1-11节) 

   - 顺从行事 (12-22节) 

   - 结束语 (23-28节) 

2) 2) 2) 2) 保罗认为没有必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保罗认为没有必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保罗认为没有必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保罗认为没有必要向帖撒罗尼迦人写些什么？？？？(1(1(1(1节节节节)))) 

   - 主来的时候和日期 

3) 3) 3) 3) 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2(2(2(2节节节节)))) 

   -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4) 4) 4) 4) 当主来到的时候人们还正在说什么当主来到的时候人们还正在说什么当主来到的时候人们还正在说什么当主来到的时候人们还正在说什么？？？？(3(3(3(3节节节节)))) 

   - “平安稳妥” 

5) 5) 5) 5) 当主来临时当主来临时当主来临时当主来临时，，，，什么事将临到他们什么事将临到他们什么事将临到他们什么事将临到他们？？？？他他他他们可以逃脱吗们可以逃脱吗们可以逃脱吗们可以逃脱吗？？？？(3(3(3(3节节节节)))) 

   - 灾祸突然临到 

   - 不能 

6) 6) 6) 6) 为什么主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不像贼一样突然而至为什么主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不像贼一样突然而至为什么主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不像贼一样突然而至为什么主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不像贼一样突然而至？？？？(4(4(4(4----5555节节节节)))) 

   - 他们不在黑暗里 

   - 他们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 

7) 7) 7) 7) 我们作为我们作为我们作为我们作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和和和和““““白昼之子白昼之子白昼之子白昼之子””””有什么责任有什么责任有什么责任有什么责任？？？？(6(6(6(6节节节节)))) 

   - 警醒谨守 

8) 8) 8) 8) 我们应该穿戴上什么我们应该穿戴上什么我们应该穿戴上什么我们应该穿戴上什么？？？？(8(8(8(8节节节节)))) 

   - 信和爱作的护心镜 

   - 得救的盼望作的头盔 

9) 9) 9) 9) 神为我们有怎样的预定神为我们有怎样的预定神为我们有怎样的预定神为我们有怎样的预定？？？？(9(9(9(9节节节节)))) 

   - 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10) 10) 10) 10) 耶稣为什么为我们受死耶稣为什么为我们受死耶稣为什么为我们受死耶稣为什么为我们受死？？？？(10(10(10(10节节节节)))) 

   - 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11) 11) 11) 11) 因此我们对彼此有着怎样的责任因此我们对彼此有着怎样的责任因此我们对彼此有着怎样的责任因此我们对彼此有着怎样的责任？？？？(11(11(11(11节节节节)))) 

   - 彼此劝慰，互相建立 

12) 12) 12) 12) 对于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对于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对于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对于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在主里治理我们的人在主里治理我们的人在主里治理我们的人在主里治理我们的人，，，，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    

(12(12(12(12----13131313节节节节)))) 

   - 要敬重他们 

   -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 我们自己也要彼此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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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13) 13) 对于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对于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对于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对于我们身边的那些人，，，，保罗对我们有什么嘱咐保罗对我们有什么嘱咐保罗对我们有什么嘱咐保罗对我们有什么嘱咐？？？？(14(14(14(14----15151515节节节节)))) 

   -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 勉励灰心的人 

   - 扶助软弱的人 

   - 向众人忍耐 

   - 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14) 14) 14) 14) 保罗说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的旨意有哪三点保罗说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的旨意有哪三点保罗说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的旨意有哪三点保罗说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的旨意有哪三点？？？？(16(16(16(16----18181818节节节节)))) 

   - 要常常喜乐 

   - 不住地祷告 

   - 凡事谢恩 

15) 15) 15) 15) 关于圣灵的感动和先知的讲论保罗提出了哪五点忠告关于圣灵的感动和先知的讲论保罗提出了哪五点忠告关于圣灵的感动和先知的讲论保罗提出了哪五点忠告关于圣灵的感动和先知的讲论保罗提出了哪五点忠告？？？？(19(19(19(19----22222222节节节节)))) 

   -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 要凡事察验 

   - 善美的要持守 

   -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16) 16) 16) 16)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两件事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两件事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两件事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两件事？？？？(23(23(23(23节节节节)))) 

   -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他们全然成圣 

   - 愿他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17) 17) 17) 17) 为什么可以确信神必成就这事为什么可以确信神必成就这事为什么可以确信神必成就这事为什么可以确信神必成就这事？？？？(24(24(24(24节节节节)))) 

   - 那召他们的神本是信实的（可信赖的，可信靠的） 

18) 18) 18) 18) 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最后提出的两点忠告是什么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最后提出的两点忠告是什么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最后提出的两点忠告是什么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最后提出的两点忠告是什么？？？？(26(26(26(26----27272727节节节节)))) 

   -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 

   - 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19) 19) 19) 19) 保罗最后的祝福是什么保罗最后的祝福是什么保罗最后的祝福是什么保罗最后的祝福是什么？？？？(28(28(28(28节节节节)))) 

   -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