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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帖撒羅尼迦前書查經大綱 

第一講 

導論 

大綱 

一. 帖撒羅尼迦城 

二. 帖撒羅尼迦教會 

A. 與教會成立有關的幾個人物 

B. 教會成立的經過 

三. 帖撒羅尼迦前後書的寫作背景 

A. 保羅受到教會近況的激勵 

B. 有人懷疑保羅傳道的動機 

C. 教會有道德行為的錯誤 

D. 教會因死去信徒疑惑基督再來的道理 

四. 帖撒羅尼迦前後書的內容大綱 

五. 帖撒羅尼迦前後書的寫作日期 

六. 帖撒羅尼迦前後書的特色 

A. 保羅用很多複數的「我們」取代「我」 

B. 基督的再來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價值 

C. 顯示牧者的風範 

D. 啟發教會生命的方向 

E. 把信仰擺在末世論的神學脈絡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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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帖撒羅尼迦前書查經大綱 

第二講 

神的大能和福音 

一1-10 

大綱 

一、 問安（1） 

A. 寫信人 

B. 收信人 

二、 感恩（2-10） 

A. 為信道的人感謝神(2-3) 

1. 他們相信的是三位一體的神 

2. 他們生活在信望愛的信德中 

B. 為他們所信的道感謝神(4-6) 

1. 信道帶來的新地位—蒙愛、蒙揀選 

2. 信道的來源—純正的福音 

3. 信道的結果—效法主 

C. 為教會作了其他教會的榜樣感謝神(7-10) 

1. 「榜樣」—效法人的成了被人效法的 

2. 「傳揚」—生命的見證 

3. 他們離棄偶像歸向服事真神 

4. 他們等候耶穌的再來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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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帖撒羅尼迦前書查經大綱 

第三講 

為福音效命的神僕—保羅的自辯之一 

保羅為自己在帖撒羅尼迦的行為辯護 

二 1-16 
大綱 

一、 本段背景 

二、 他坦蕩的心志和動機（1-2） 

A. 「進到」 

B. 「不是徒然的」 

C. 「這是你們知道的」 

三、 他傳道的立場不討人喜悅（3-4） 

A. 他傳的是純淨的道理 

B. 他傳道的時候不是出於污穢 

C. 他傳道的時候不是出於詭詐 

D. 他傳道是神的驗中和托付 

四、 他工作毫無自私的意念（5-6） 

A. 未曾諂媚 

B. 未藏貪心 

C. 未求人的榮耀 

五、 他如慈母的愛心（7-8） 

六、 他如父親的辛勞和榜樣（9-12） 

七、 他作使徒本來就是被人敵擋（13-16） 
A. 帖撒羅尼迦教會信主和受苦的經驗 

B. 保羅遭受猶太人的逼害 

C. 神的憤怒已經到了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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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帖撒羅尼迦前書查經大綱 

第四講 

為福音效命的神僕—保羅的自辯之二 

保羅為自己的離開及未能回來辯護 

二17-三13 

大綱 

一、 離開他們並非保羅本意 (17-20) 

A. 保羅實在不願意離開他們（17 上） 

1. 「弟兄們」的稱呼 

2. 「離別」的感受 

B. 保羅始終想回去（17 下-20） 

1. 曾經為回去盡過力 

2. 有撒旦的攔阻 

C. 他一心只為信徒最後得榮耀（19-20） 

二、 保羅補救的辦法（三 6-13） 

A. 保羅派提摩太前往（1-5） 

1. 保羅對提摩太的介紹 

2. 提摩太的任務 

B. 提摩太的報告使他雀躍（6-10） 

1. 保羅用「好消息」形容自己的高興 

2. 保羅用「活了」形容自己的快樂 

C. 保羅的禱告（11-13） 

1. 為信徒感恩和祈求 

2. 祈求的內容 

a. 自己能趕緊又順利地回去 

b. 信徒彼此相愛和愛眾人的心繼續增長 

c. 主再來的時候信徒在聖潔上無可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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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帖撒羅尼迦前書查經大綱 

第五講 

信徒的倫理和生活（續一）—保羅的勸勉 

有關信徒生活倫理的教導（四1—五22） 

四1-18 

大綱 

一、 前題—要討神的喜悅（1-2） 

A. 以權威的口吻要求、敦促、和命令 

B. 信徒生活實踐的前題就是討神的喜悅 

二、 有關性的聖潔（3-8） 

A. 是神的旨意 

B. 三個「性」的規範 

1. 守住自己的身體 

2. 不放縱肉體的私慾 

3. 不許侵犯別人  

三、 有關彼此相愛的教訓（9-12） 

A. 保羅信中教訓到時以前教導過的 

B. 弟兄相愛和彼此相愛的解釋 

C. 有閒懶的人誤用彼此相愛的教訓仰賴別人 

D. 保羅對他們對要求﹕ 

1. 要安靜 

2. 要親手做工 

四、 有關睡了的信徒（13-18） 

A. 睡的狀況（13） 

1. 暫時持續在睡眠中 

2. 信徒的死亡不是永遠的訣別 

B. 復活的信念（14-15） 

1. 主必再來 

2. 睡了的信徒要復活 

C. 主的再來（16-18） 

1. 主既復活亦必親自降臨 

2. 在基督裡死了的人要先復活 

3. 所有的聖徒都要被提 

4. 被提聖徒要與主永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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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帖撒羅尼迦前書查經大綱 

第六講 

信徒的倫理和生活(續二)—保羅的勸勉 

有關信徒生活倫理的教導（四1—五22） 

及最後的話（五23—28） 

 

一、 有關末日的審判（五 1-11） 

A. 主來的現象 

1. 如賊到來不會預告 

2. 如婦人遭難產之痛不可避免 

B. 預備主的再來 

1. 信徒應保持警覺 

2. 信徒盼望的基礎 

二、 有關教會的生活（五 12-22） 

A. 要敬重牧者（五 12-13） 

B. 要有相互造就的團契（五 14-15） 

1. 對管理教會者的勸勉 

2. 對眾人的勸勉 

C. 要有美好的敬拜（五 16-22） 

1. 常常喜樂 

2. 不住禱告 

3. 凡事謝恩 

4. 敬重神道 

5. 認真行道 

6. 認真聽道 

7. 分辨所領受的教導 

三、 保羅最後的話（五 23-28） 

A. 為信徒禱告 

1. 祈求神使信徒成聖（23） 

2. 確信神的信實比成就這事（24） 

B. 最後的請求交待與祝福 

1. 請求信徒為他禱告（25） 

2. 要求信徒彼此問候要聖潔（26） 

3. 囑咐信徒一定要傳讀他的信（27） 

4. 祝福（28）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