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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2-2023 (得前 2:9-20) 

聚會#3: 續談宗徒們與得撒洛尼的關係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A 為向你們宣講福音而黑夜白日操作 

 

• 保祿以製造帳幕為業，親手勞碌操作。雖然「傳福音的

人，應靠福音而生活」，他卻常忍饑受渴，居無定所，

為了「向你們宣講天主的福音時，黑夜白日操作，免得

加給你們任何人負擔。」 
 

• 鞠躬盡瘁，充滿使命感的神職人員。 
 

• 保祿等「就像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得撒洛

尼。保祿喜用家人形象，描述自己和教會成員的關係：

弟兄們、嬰孩、母親/奶媽、父親、孩子、成了孤兒等。

教會是天主之家，在聖神内我們都成了天主的義子。保

祿筆下的「父親」代表著權力和愛情。 
 

• 「叫你們的行動相稱於那召選你們進入他的國和光榮的

天主」- 既是天主子女，人當努力成聖，完全聖潔，才

堪配進入天主的國和光榮。這看似不可能，但在基督

內，因祂救贖恩寵，這一切都要成就。 

 

2:9-12 

 

2:9 CCSS, 宗

18:3, 格前 9:14; 

4:11-12 

 

 

 

 

2:11 CCSS,CSB, 

1:4, 2:7, 17; 羅

8:14-17,格前

4:14-15, 費 1:9-

10 

 

2:12 CCSS, CSB, 

4:3, 7; 5:23; 伯前

1:15-16; 瑪 5:48 

B 生活的天主的言語 

 

• 宗徒們「是被天主考驗合格而受委託」去傳揚天主聖

言。這聖言是生活和有效力的；「聖言與天主同在，聖

言就是天主。」 
 

• 當得撒洛尼信眾領受了這聖言，他們便領受了天主。這

聖言在他們內工作，使他們日漸俏似天主。聖言與人的

對話是這改變不可或缺的原因。 

 

2:13 

 

CCSS, 2:4; 希

4:12, 依 55:10-11; 

若 1:1 

 

CCSS, SN1 

C 保祿認為猶太人罪惡滿盈嗎？ 

 

• 反猶太主義彌漫西方文化，納粹德國是可怕的例子。當中

原因很多，不幸地，誤解和錯誤利用聖經是其中之一。 

 

 

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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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猶太人不但殺害了主耶穌和先知們，而且也驅逐了

我們；他們不但使天主不悅，而且與全人類為敵…」- 非

常嚴厲的指責，但保祿所用希臘原文 loudaioi 所指不是

所有猶太人(Jews)，而是耶穌被害時居於猶太區域的人

(Judeans)。先前經文(v.14) 中，他正談及「在猶太的各

天主教會」，所以他跟著說的也一般地指向在猶太各地的

居民。他不會反對所有猶太人，因為他自己和宗徒們和在

猶太的各教會都是猶太人。如聖經傳統，他責備猶太人不

信之餘，同時允許希望，天主決不廢棄自己所立盟約。 

2:15 CCSS, CSB 

 

 

 

 

 

 

 

耶 2:30-31, 31:1-

40; SN2, 3 

 

D 切願回得撒洛尼 

 

• 「我們被迫暫時離開你們」- 保祿筆下的「離開」，是好

像成了孤兒一般的離開，是被迫和暫時的，「僅是面目離

開，而不是心離開。」他「確實一再地願意」回去，但卻

被撒但所阻。 

 

• 當主耶穌來臨時，得撒洛尼教會將是保祿的希望、喜樂和

「足以自豪的冠冕」。他深感天主給他的使命是讓「外邦

人成了耶穌基督的使臣，天主福音的司祭…成為可悅納的

祭品」，在審判的日子來臨時，呈獻天主。但是保祿為何

「自豪」？其實，他「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

誇耀」。換言之，福傳的工作是他的信心和喜樂的原因。 

2:17-20 

 

2:17-18 

 

 

 

 

 

2:19-20 CCSS 

 

羅 15:15-16 

格前 4:7 

迦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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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Word of God, a Word who calls, who invites, who personally summons as happened to 

the apostles. When a person is touched by the Word, obedience is born, that is, the 

listening which changes life (St. JPII, Orientale Lumen, Churches of the East, n.10.) 

 

I know no other book so destructive of pride, so potent a weapon to crush your enemies 

(St. Augustine, Confessions, 13.15.) 

 

[This dialogue] is not a matter of a meeting of two peers…Every man and woman 

appears as someone to whom the word speaks, challenges and calls to enter this dialogue 

of love through a free response…We are indeed called by grace to be conformed to 

Christ and, in him, to be transformed.” (Verbum Domini #22) 

 

2.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4: 

教會也常記得保祿宗徒有關他同族人的話：『義子的名分、光榮、盟約、法律、禮

儀，以及恩許，都是他們的；聖祖也是他們的，並且基督按血統說，也是從他們而

來的』(羅：九，4—5 )，祂是童貞瑪利亞的兒子。教會又念記稱為教會基礎與柱石

的宗徒們，以及那許多向世界傳播基督福音的首批門徒，亦都是出生於猶太民

族。…天主賜給猶太人的恩寵與召叫並無反悔，由於祖先的緣故，他們對天主仍是

極可愛的 (羅：十一，28—29) 。教會偕同先知們和聖保祿宗徒，仍期待著惟獨天

主知道的時日，那時所有民族將同聲呼求上主，『並肩事奉祂』(索：三，9)。 

 

3. Through Christ and in Christ we are the spiritual descendants of Abraham. No, it is not 

possible for Christians to take part in antisemitism… antisemitism is inadmissible. 

Spiritually, we are Semites. (Pope Pius XI, Reflection offered to a group of Belgian 

pilgrims, Sept 6, 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