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講台】站立得住 

羅煜寰弟兄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2:13-20 

引言 

基督信仰的一切內容，都為著讓

更多的人能夠在基督耶穌裡，活出神

子民榮耀的樣式，以至於當主再來時

能站立得住、蒙主嘉許，這也應該是

一切教會活動的最終目的。 

一、受苦時的勉勵 (2:13-16) 

 領受真道運行 （13） 

 保羅為了要把福音帶給帖城百

姓，如同父母般辛苦劬勞，在慈愛與

溫 柔 中 連 自 己 性 命 都 不 顧

（2:1-12）。因此他接著為帖城信徒

的表現而感謝神，如同父母為著子女

感到欣慰。 

 首先提到他們對於神的話語有

正確的反應。接受聖道的基本前提是

「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

道」，正確的心態才能讓真道產生適

當的果效。保羅並不居功，他知道若

不是出於神，人的工程都將毀壞。 

 接受真道有三個階段，首先是聽

見、其次是領受、再者是運行，從耳

到心及至全人。神的道是有生命的，

能夠自由「運行」（energeo G1754），

這字在其他書卷中譯為“感動”（加

2:8）、“發出”（太14:2）、“發動”

（羅7:5），接受真道的信徒，在生

命中必會產生本質上的改變。 

 效法前輩受苦（14） 

 保羅陳述帖城信徒面對本地人

的苦害，如同猶太人的教會受到猶

太人的苦害一樣。當初保羅在帖撒

羅尼迦傳福音建立教會，幾乎造成

了當地的暴動（徒17）。改變人生

命的信仰，必會帶來這個人與周圍

環境的衝突。 

 保羅所誇獎的不是帖城信徒的

受苦，而是他們面對苦難時的心

態。保羅藉著這封信，提醒帖城信

徒不是只有他們在受苦；受苦者常

有自艾自憐的孤寂感。信中稍早曾

稱讚他們是馬其頓和亞該亞信徒的

榜樣，這裡卻說他們是效法猶太的

信徒；屬靈的的榜樣常常成為我們

自勉的動力。 

 更重要地，這裡聖經提醒我們

「在基督耶穌裡神的各教會」，我

們的命運在神手中，我們的地位在

基督裡，苦難臨到，必先經過主（徒

9:4,5）。 

 認識仇敵行徑（15-16） 

 保羅點出仇視基督徒的猶太

人，他們有五種行徑：殺害先知、

趕出信徒、與眾為敵、不許傳道、

充滿罪惡，若用今天的環境來說，

有些人敵對基督信仰也有類似表

現：攻擊聖經人物、排斥基督徒、

禁止人信主、禁止人傳教、違背善

良美德等等，聖經說他們將面對神

的忿怒。其實對於所有不信主的人

而言，非因不信而定罪、乃是早已

被定罪（約3:16-18）。 

二、分離時的安慰 (2:17-18) 

 彼此暫時分離（17a） 

 保羅與同工們是在混亂中倉促

離開帖城，此時對他們充滿思念。

這個剛誕生的教會立刻面對仇敵的

逼迫，這裡所用的“離別”二字原

意形容遺留為孤兒，可見保羅不捨

之情，也可能他是在反駁仇敵對他

的造謠。 

 信徒在世上只有暫時的離別，最

終必定團聚，這是何等安慰。因此

信徒離別時常說（英語）Till we meet 

here again, or above. 後會有期，非地即

天。 

 極力設法重訪（17b-18a） 

 使徒個人情感充分流露，既擔心

又想念，巴不得盡快重返帖撒羅尼

迦。想當初離開腓立比之前，還有

機會勸慰弟兄們一番（徒16:39）；

但是離開帖城時，卻是倉皇突然（徒

17:10）。 

 無奈撒旦攔阻（2:18b） 

 我們不知道撒旦用甚麼方法攔

阻了神的僕人，但我們知道牠是那

惡者（太13:19）、說謊者（約8:44）、

誘惑人的（帖前3:5）、迷惑人的（啟

12:9）、控告人的（啟12:10）。 

 中國在赤色政權興起之時，多少

西方宣教士在流淚禱告中被迫離

開，而今大陸教會的光景竟得脫胎

換骨。撒旦攔阻了保羅的行程，卻

無法攔阻帖城教會在主的保守中日

漸茁壯。 

三、見主時的期許 (2:19-20) 

 主前站立得穩（19a） 

 這裡是新約書信第一次提到主

的再臨（parousia G3952），屆時世界

結局大揭密，基督做王統治、信徒工

作驗收、世人依序受審。我們的盼

望、喜樂與冠冕（得勝的獎賞）會在

主耶穌再臨時達到高潮。 

 我們盼望屆時不但自己能夠無愧

見主，更能幫助別人也能站立得住。 

 信徒五種冠冕（19b） 

 聖經中有五種冠冕，可作為我們

生命追求的參考。公義的冠冕（提後

4:8）將給予忠心追隨、愛慕主顯現

者；生命的冠冕（雅1:12，啟2:10）

將給予能忍受試煉、至死殉道者；榮

耀的冠冕（彼前5:4）將給予甘心樂意

牧養神的群羊者；不能壞的冠冕（林

前9:25）將給予為了事奉而捨棄今生

短暫事物者；喜樂的冠冕（腓4:1，帖

前2:19）將給予引人歸主、使人堅信

者。 

 終極榮耀喜樂（20） 

 信徒將得的榮耀與喜樂在乎於你

幫助了多少人紮實地活在主的面前。 

結語 

    面對主的再臨，我們不僅要省察自

己是否能夠坦然交賬，還會根據我們

對別人的扶持與造就而得主稱許。  



《GLO》事工簡介 

《 GLO 》（ Gospel 

Literature Outreach）是

1965年由宣教士提斯雷（Colin Tilsley）

弟兄在澳洲成立，他看見各地聚會處的

宣教士們，在福音工場上各自奮鬥的艱

辛，而獲得上帝所賜異象，深信藉著團

隊的配搭，宣教工作得以更有效的展

開，因此創辦了《GLO》事工。不但如

此，它也是一個協助各地「基督徒聚會

處」（Christian Brethren assembly），

投入信徒培訓、教會成長與植堂的訓練

機構。藉著在各地工場退休的宣教士協

助，過去五十年間《GLO》事工穩定的

成長；目前是一個國際性機構，連同宣

教士計有二百位全職同工，分布在歐、

亞、非、南美洲等十四個國家。他們的

事工包括︰邀約各地聚會處成立短宣

隊、訓練並受託差派宣教士；協助成立

基督徒訓練中心；協助地方教會植堂；

以及幫助第三世界貧困地區的慈善事業

等。過去廿年間，他們在非洲的桑比亞，

亞洲的印尼、馬來西亞、韓國等，已協

助建立了「基督徒訓練中心」。 

在 1996 年左右，曾在台灣投入宣

教已卅五年、退休返國的澳洲籍宣教士

郭瑞琳弟兄，來台拜訪弟兄姊妹們，並

向台灣各基督徒聚會處介紹，他所參與

的《GLO》事工。當時他向台北基督徒

聚會處的長老們提出，在台灣成立「基

督 徒 訓 練 中 心 」（ CTI-Christian 

Training Institute）的議題；幾年後他

再度來台時，告訴台北弟兄姊妹們，韓

國已經成立了「基督徒訓練中心」，同時

他本人每年均前往授課。因著郭瑞琳弟

兄的推薦，2008 年有三位台灣聚會處

弟兄前往參訪；隨後展開台灣聚會處與

韓國《CTI》之間的交流。在這些年間

台灣曾派講員前往韓國《CTI》授課，

同時也在財務上支援《CTI》對中國大

陸工人的培訓事工。 

10/28~11/9 曾嘉逸、劉介磐、呂允仁三

位弟兄前往澳洲參加【基督徒訓練中

心—簡稱 GLO】2015 年會。將尋求資

源建立「台灣基督徒訓練中心」的可行

性。請為會中與其他各國同工有美好的

交通與學習，並旅途平安禱告。 

本週各項聚會 
今日 09:30 兒童主日學 

  09:45 主日講道 

  10:30 中學生團契 創世記 

  11:00 慕道班   羅煜寰弟兄 

  11:00 《擘餅記念主聚會》 

週二 07:30 晨更禱告會 

 19:30 英文查經班 

週三 19:30 交通禱告會 陳宗賢弟兄 

週四 15:00 姊妹聚會  李瑞蘋姊妹 

週五 15:00 姊妹禱告會 

  19:30 小社青 讀書會 

  19:30 愛的團契 教會郊遊 

週六 18:00 社青團契 教會郊遊 

  18:00 大專團契 查經聚會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又要向

至高者還你的願，並要在患難之日求

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年終感恩見證聚會】歡迎見證報名，

請向教會辦公室登記！每位見證以
5~7 分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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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http://www.taipeiassembly.org 
  主日上午 主日下午  下週主日上午 下週主日下午 

 聚會時間：9時45 分 2時10分 9 時 45 分 2 時 10 分 

 司     會： 陳宗賢弟兄    陳宗賢弟兄 

 領     詩： 賴大隨弟兄  卜昭信弟兄 

 司     琴：徐漢慧姊妹  俞齊君姊妹 

 講     員： 羅煜寰弟兄  任  駿弟兄 

 本週題目：站立得住   下週主題： 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 

 本週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二13-20  下週經文： 申命記五 1-7 

  上午招待：蔣震彥弟兄 林和東弟兄 下週招待： 吳瑞碧姊妹 許家蓁姊妹 

  楊晴智姊妹 

臺北市中正區 100南海路 39號。電話（02）23710952傳真（02）23113751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彼得前書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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