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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綱要 –保羅的自述

誠懇的表白：(2:1-20)
1. 純全的動機 (2:1-8)

保羅為自己與他的同工，向教會表白他們以前在帖撒羅尼迦
城工作時的動機是純正無偽。

2. 無私的勞苦 (2:9-13)
保羅更以他在他們中間工作時那無私無己的勞苦為佐證。

3. 被趕的經驗 (2:14-20)

保羅申訴過去在帖撒羅尼迦城被趕的經驗，指出那些反對福
音的人就是如同那些殺死耶穌和先知的人一樣，神的憤怒必
會令到他們身上。



2:1   弟兄們、你
們自己原曉得
我們進到你們
那裡、並不是
徒然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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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羅用自身的體驗和榜樣來勉勵信徒。他來到這裡是有
神的指引，並不是徒然的。「徒然」是枉費工夫，徒勞
無功，虛空的。也說明保羅傳道那種主動的性質。他並
不是被邀請才去。

• 基督徒無論到那裏或作甚麼事，都要照主的心意而行
(雅三 13~15)，這樣，所行之事就不是徒然的。

• 使徒行傳 16:16-40， 講述保羅在腓立比城傳道時所受
到侮辱的經驗。這件事的過程在他傳道的時候已經告訴
了帖撒羅尼迦的教會。

• 「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這就是保羅能夠繼續勇敢為
福音爭戰的秘訣。我們的神是一個沒有窮盡的源頭，我
們的信心、力量、膽量……都可以從神這個無窮盡頭得
著。「放開膽量」的意思是很自由、放心、不用顧忌什
麼地傳講。別人遇到這樣難堪的遭遇，可能早已放棄，
但保羅反勇往直前，來到帖撒羅尼迦城，放開膽量傳福
音這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倚靠神而來的大勇，面對大爭
戰和大反對此絲毫無懼。



使徒行傳 Acts

16:16   後來、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有一個使女迎著面來、
他被巫鬼所附、用法術、叫他主人們大得財利。

16:17   他跟隨保羅和我們、喊著說、這些人是至高 神的僕人、
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

16:18   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
出來了。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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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竟騷擾我們的
城、



使徒行傳 Acts

16:21 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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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 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裡、囑咐禁卒嚴緊
看守。

16:24 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裡、兩腳
上了木狗。

16:25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 神．眾
囚犯也側耳而聽。



使徒行傳 Acts

16:26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
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

16:27 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
就拔刀要自殺。

16:28 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

16:29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的、俯伏
在保羅西拉面前．

16:30 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纔可
以得救。



使徒行傳 Acts

16:31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16:32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

16:33 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
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

16:34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裡去、給他們擺上飯、
他和全家、因為信了 神、都很喜樂。

16:35 到了天亮、官長打發差役來說、釋放那兩個人罷。



使徒行傳 Acts

16:36 禁卒就把這話告訴保羅說、官長打發人來叫釋放你們．
如今可以出監、平平安安的去罷。

16:37   保羅卻說、我們是羅馬人、並沒有定罪、他們就在眾人
面前打了我們、又把我們下在監裡．現在要私下攆我們
出去麼、這是不行的．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罷。

16:38  差役把這話回稟官長．官長聽見他們是羅馬人、就害怕
了。

16:39   於是來勸他們、領他們出來、請他們離開那城。

16:40   二人出了監、往呂底亞家裡去．見了弟兄們、勸慰他們
一番、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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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傳道不像當時的哲學家賣弄詞令，欺
世盜名。他誠實的勸人相信耶穌基督接受
真道並在生活上見證出來。

•基督徒的標準與世人的標準是不相同的，
故此凡一心一意熱忱地跟從基督的標準而
生活的人，時常都會被視為神智不正常的。

•他用了三個“不是”來反駁外間對他所傳
講的福音攻擊：1. “不是出於錯誤”所傳
的是神的真道，來源正大真確；2. “不是
出於污穢”所傳的不是出於個人的雄心與
貪念，而是用心純正且聖潔；3. “不是用
詭詐”他傳道沒有用不誠實的手法來引誘
人信他的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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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中了”是說經過神的考驗，核准他們
做傳福音的工作。神查驗工作是不斷的進
行，這裡的動詞是用現在分詞表示繼續不
斷的意思。神不看外貌，看人的內心。

•福音來自於神，內容由神決定：現在交託
給了保羅，他必須忠於所託，不能有絲毫
自私的打算。

•傳道人在傳講信息時，不可迎合聽眾的口
味，一味地傳講一般人所喜歡聽的話，而
對神的旨意和真理卻有所避諱不說的(參徒
二十 20，2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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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為傳道人就應當記得保羅在第二章3-5節
所說的話。不要用諂媚人的空話來取悅他
的信徒，也不用表裡不一致的話來包藏他
的貪念，奪取不屬於他的財物。用福音做
包裝來達成他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在這
一點我們看到現在許多成功神學的教會所
犯的錯誤。

• 保羅是否諂媚人，人可以作見證；但有否
藏著貪心，只有神能作見證，因為人看外
貌，神看內心(撒上十六 7)。

• 基督徒應當省察自己事奉的動機，是否藉
事奉來贏取別人的喝采聲和陶醉於自我的
滿足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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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使徒具有特殊的權利和地位，
一面受人尊敬，一面還可享受教會在
物質上的供應。

•保羅說他除了不媚人，不欺人之外他
也不求人的榮耀。不但在物質上，就
是在地位和名望上，他也一無所求。
傳道人可能因福音工作上略為有所成
就，形成靈性上的驕傲，無意中陷入
了探求人的稱讚中，保羅要人謹慎防
範此種引誘。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5節中，保羅
說：『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而不是說『我來到你們當中。』他讓
人看見信息，而不是讓人看見他自己。



2:7   只在你
們中間存心
溫柔、如同
母親乳養自
己的孩子。

• 母親乳養孩子是很細心的，無論是換衣服、
餵奶、沐浴，每個動作都很小心，唯恐她
的孩子受到傷害。牧養主的羊群也需要這
樣的細心。既然使徒引用母親乳養孩子的
比喻，可見母親乳養孩子的若干情形，適
合作我們照顧主的羊群的教訓。

• 「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乳養』
按原文不僅指餵養，更有親切照顧的含意
(參弗五 29)。這裏將信徒喻作『孩子』，
意思有二：(1)他們是自己傳福音所生養的
孩子(林前四 15)；(2)他們在主裏的信心幼
稚如同孩子。

• 一個作母親的人，她所想的，不是她自己
的舒適、享受與快樂，乃是如何去滿足她
孩子的需要，為此她不但溫柔、體貼、細
心、警醒、忍耐，甚至甘心為孩子的緣故
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與愛好。所以做一個
好的傳道人就要像母親一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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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似乎有意要表示他對他們的愛乃是如
同母親待自己孩子一般的真摯與熱切。

•保羅為著愛他們的緣故，歡喜著揀選他一
生的道路，以傳神的福音為職志，寧可放
棄自己的權益，甚至賠上性命亦在所不惜。

•保羅傳講福音的動機，是由於愛心，不是
為了個人自私的利益。

•作為傳道人一方面受到人的尊重，但另一
方面卻不可以此求人的榮耀，而要用溫柔
的愛心，就像撫養孩子的母親般的照料他
的教會。就像耶穌基督一樣為祂所愛的人
捨命。



2:9   弟兄們、
你們記念我
們的辛苦勞
碌、晝夜作
工、傳 神
的福音給你
們、免得叫
你們一人受
累。

•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是說保羅情願辛苦
勞碌，不分晝夜作羅馬人眼中看不起的體力
勞動，來把福音傳開不成為任一信徒的經濟
負擔，保羅特別提到勞碌做工，可能希望那
些一心等主而來不工作的信徒學他的榜樣。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是很輕微的小事，就要
別人幫忙，就會變成別人的「負擔」，叫人
受累。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在許多事上多
幫別人，就可以給人許多方便。

• 歷史背景：當時所有猶太人男子都必須從小
學習一種謀生的技能，連拉比也不能例外，
他們不能單靠教授律法來維持生活。保羅大
概自幼就學會製造帳棚(參徒十八 3)，故以此
供養自己。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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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第十節我們相信有人在攻擊保羅和他所傳的
信息，他在此莊嚴的宣布連神也可以為他行為
正直做見證。在教會中生活是毫無可指責的。
『聖潔、公義、無可指摘』特指他傳福音的動
機和行徑。

• 『聖潔』偏重在指內心的純潔、良善，這是神
所知道的(參 4~5節)，『公義』偏重在指外面行
為的正直、美好，這是人所看得見的，『無可
指摘』偏重在指無論對神或對人，沒有任何可
以招致責難的地方(彼後三 14；腓三 6)。

• 口頭的教導，人人都會；生活的榜樣，非常難
得。理想的傳道人，不但要會在口頭上施教，
還要在行為上有好見證。

• 10到12節是保羅對剛信主的人的照顧，強調牧
者應當有聖潔、公義、無可指責的生活。用父
母的心腸盡力的勸勉、安慰和囑咐信徒在生活
上做到基督徒的標準，榮神益人。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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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也曉得，」這是提醒他們回想當時的
實際情形。

• 「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
『勸勉』含有勸戒和勉勵的意思(參五 14 上)；
是為退後，停滯不追求，或是懈怠于遵行主
道的人。『安慰』含有鼓舞和撫慰的意思
(參五 14 中)是為憂傷受苦，或在遵行主道上
受挫折的人；『囑咐』含有叮嚀勸告的意思，
是為未知道主的道或沒有遵守主道的人。

• 沒有一個慈愛的父親不關懷子女的安全，容
許他們出入危險的地方的。我們同樣也要竭
力保護初信的信徒，直至他們的信心牢固，
能以福音去影響別人，而不是被人影響為止。

• 傳道人對待各種不同情況的信徒，應當用不
同的話語、方式和態度，切不可千篇一律的
以不變應付萬變。



2:12   要叫你
們行事對得
起那召你們
進他國得他
榮耀的 神。

•「行事對得起」是進入神國，得祂榮耀
的條件。意思即信者的行為必須順服神
的旨意。 原文「國」與「榮耀」合用
一個冠詞，因此可譯作榮耀的國。

•「進祂國、得祂榮耀的神，」『祂國』
就是神的國，也就是神掌權的範圍。神
今天為著要在地上得著一班人作祂國的
子民，就藉傳講福音使信的人悔改、重
生、進神的國(可一 14~15；約三 3，5)。

•基督徒的生活必須與他們所領受的呼召
相配合，他們生活的方向必須取悅呼召
他們的神。這裡我們看到神的恩召一直
臨到我們，且要求我們對得起神。



2:13   為此、我
們也不住的感
謝 神、因你
們聽見我們所
傳 神的道、
就領受了、不
以為是人的道、
乃以為是 神
的道．這道實
在是 神的、
並且運行在你
們信主的人心
中。

• 「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領
受』意指相信神的道，並將它接納到心裏面。

• 「不以為是人的道，」『人的道』指為了迎合當
時流行的知識而傳講的話。

• 「這道實在是神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的人心中」
（原文）。神是借著兩件東西來作運行的工：
（一）聖靈——運行者；（二）聖經的話——運行
的工具。人每一次靠著聖靈將神的話傳給人聽，
聖靈跟在話的後面作運行的工作，到了一個時候，
忽然人就接受相信得救了。每一次祂的話進入人
的耳朵，總是不落空的。所以我們傳福音，不要
因人未信主而灰心，你儘管傳好了。

• 我們所要傳講的，不是人的話，乃是神的話；不
是靠口才和學問，把道講得動聽感人，也不是表
現我們自己，乃是靠著聖靈將神的話送進人的心
中。



2:14   弟兄們、
你們曾效法
猶太中、在
基督耶穌裡
神的各教
會．因為你
們也受了本
地人的苦害、
像他們受了
猶太人的苦
害一樣。

• 歷史背景：當時猶太人到處迫害基督教，
他們懼怕當許多猶太人歸信了基督教後，
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動搖；他們對自己作
為『神的選民』的特殊身分引以為榮，抗
拒外邦人成為教會的成員。

• 「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裏神的各教會，」這
是指耶路撒冷原始教會因受逼迫而分散在
各地的猶太會堂說的(參徒九 31；加一 22)。

• 第14 節「本地人的苦害」是指猶太人在帖
撒羅尼迦城所煽起的對保羅的迫害，這種
迫害顯然已由當地的外邦人接手繼續的加
在當地的教會身上。

• 第13-16 節，這段話是對帖撒羅尼迦人信
道的經過，他們真心的領受了神的道，因
為他們甘心為自己的信仰忍苦和受害。



2:15   這猶太
人殺了主耶
穌和先知、
又把我們趕
出去．他們
不得 神的
喜悅、且與
眾人為敵．

•保羅雖愛自己的同胞猶太人，但他們迫
害教會的罪惡卻不能不予數算，而嚴加
斥責。

•「這猶太人殺了主耶穌和先知，」以色
列人在整個舊約歷史中，一直逼迫他們
的先知(參徒七 52)。

•「又把我們趕出去，」『趕出去』原文
意思是『在後面追著逼迫』。

•猶太人最大的罪是殺了主耶穌。執行十
字架刑罰雖是羅馬人，而真正煽動這事
的主謀卻是猶太人。這成為多個世紀以
來，逼害派往以色列國神先知的高潮
（太二一33—39）。這也讓猶太人得到
神憤怒的懲罰。



2:16   不許我
們傳道給外
邦人使外邦
人得救、常
常充滿自己
的罪惡．
神的忿怒臨
在他們身上
已經到了極
處。

• 『不許』原文『阻撓』的意思，「常常充滿自
己的罪惡」指他們不自覺充滿了罪行『到了極
處』也可譯『終於』。

• 「神的忿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全
句意指他們惡貫滿盈，若不快快悔悟，即將面
對神的最終審判，無可逃避(參腓三 18；帖後一
5~9)。神對猶太人的罪惡到了極處就是已經到
了惡貫滿贏的時候。

• 有些聖經學者認為此處指的是主後 70 年耶路撒
冷被毀滅的事。這件事可以從羅馬帝國滅了猶
太地直到 1948年5月14日才得以独立建国。

• 神對祂自己的子民懲罰非常嚴厲。但也保有它
的慈愛，信守他的諾言。就如同在出埃及記第
十五章16節，神對亞伯拉罕說亞摩利人的罪孽，
要到第4代才惡貫滿盈。



2:17 弟兄們、
我們暫時與
你們離別、
是面目離別、
心裡卻不離
別、我們極
力的想法子、
很願意見你
們的面．

•『離別』原文是指兒童與父母分離
『使成孤兒』的意思。

•保羅自喻對待帖城信徒們有如乳養孩
子的母親(7 節)，又如嚴父(11 節)，
故此處用這詞來形容他被迫離開帖城，
那種強行分離之苦，有若父母喪失子
女。

•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後曾不止一次想
設法返回，均未成功。只好打發提摩
太回去堅固教會（帖 3:2-6; 徒 17:14; 
18:5)。



2:18 所以我
們有意到你
們那裡、我
保羅有一兩
次要去、只
是撒但阻擋
了我們。

• 「我保羅有一兩次要去，」『我保羅』用意在
強調他重返帖城的迫切願望。

• 阻擋( egkoptein)是一個專門的字，用來描寫把
路障豎起，企圖阻止敵軍向前推進。保羅的一
切佈道行蹤計畫，除了是神的特別干預，聖靈
的禁止不許之外（徒十六6—7），其他的阻攔
都是出於撒但的作崇。是今日信徒所當引為儆
惕的。撒但的工作就是要在基督徒的路上擺設
障礙，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它們拆除或是想
其他方法避開。

• 我們並不是與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躲在人
們的背後興風作浪的惡魔爭戰(弗六 12)，因此
基督徒不要把人當作真正的仇敵，特別是那些
不同意我們的基督徒(參帖後三 15)。



2:19 我們的盼
望和喜樂、並
所誇的冠冕、
是甚麼呢．豈
不是我們主耶
穌來的時候你
們在他面前站
立得住麼。

2:20 因為你們
就是我們的榮
耀、我們的喜
樂。

• “冠冕”在此指的不是皇冠，而是希臘人在
競技優勝者所得的花冠。“主耶穌來的時候”
是指耶穌的再臨，這是保羅所傳的一個重要
的信息。祂來會帶給末日的審判，信徒的盼
望、喜樂和獎賞，是主來時能在他面前站立
得住。

• 原文沒有『站立得住』，是中文翻譯時加上
去以補足它的意思；實際是說，當主再來時
你們得有分參與迎接或朝見。

• 基督徒在凡事上要將眼光放得長遠，今天一
切的活動，都要以當主再來時如何向祂交代
為觀點，這會使我們有完全不同的表現。

• 保羅對上節提出的問題，給了一個十分肯定
的答案，帖撒羅尼迦教會現在已是他的榮耀
和喜樂，主來的時候更是。



第二章 總結(1)：一個模範的傳道人

一、保羅傳道的態度(1~13節)：

1. 純正的動機(1~8節)

(1)放膽傳講(1~2節)

(2)討神喜悅(3~5節)

(3)如母乳養(6~8節)

2. 無私的勞苦(9~12節)

(1)晝夜作工(9~10節)

(2)如父待兒(11~12節)

3. 再度感恩(13節)



第二章 總結(2)：一個模範的傳道人

二、因受迫害而不得已離開(14~20節)：

1. 反對者的惡行(14~16節)

2. 雖不得已離開，心中卻極願再訪(17~18節)

3. 以教會及信徒為榮耀和喜樂(19~20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