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2-2023 (得前 2:1-8)
聚會#2: 保祿與得撒洛尼的關係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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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艱鉅中宣講天主的福音

2:1-2

•

保祿與得撒洛尼的關係在艱鉅中開始。到得撒洛尼前，
在鄰近斐理伯受群眾攻擊，官長用棍毆打監禁。到得撒
洛尼後，因猶太人嫉妒，被迫在夜間逃往貝洛雅。

CCSS, CSB 宗
16:20-24,17:510

•

「可是依靠着我們的天主，我們還有勇氣，在艱鉅的格
鬥中，給你們宣講了天主的福音」- 保祿道出過去辛
酸，不為誇耀自己勇敢，而是要見證天主的眷顧和工
作，讓他們在各種困難中，仍能有效地宣講了福音。

CCSS, CSB

•

「我們來到你們那裏，並非沒有效果」- 保祿從得撒洛
尼的成果看到依撒意亞預言的實現：「因為，看，我要
創造新天新地…我的選民…不再徒然勤勞」。換言之，
對保祿，主耶穌的苦難與復活已引進了依撒意亞預言的
新天新地，讓它漸漸地實現。他在得撒洛尼的勤勞成
果，是因著基督的大能，也是新天新地實現的結果。

CCSS 依 65:17-25
格前 15:57-58,
得前 1:5

宣揚福音不為己益和個人光榮

2:3-6

•

這經文中，保祿提及多個對他們做宣講工作的批評，包
括「出於幻想」、「出於不誠」、「在於欺詐」、「為
取悅於人」、用「諂媚之辭」、「貪婪」、「尋求過光
榮」等，不一定代表有人這樣批評他們，所以要否認或
作辯。可能是保祿用自己做榜樣，教導做福傳工作應是
怎樣的。

CCSS

•

「我們的講勸並不是出於幻想，也不是出於不誠，也不
是在於欺詐」- 保祿講勸不因為受欺騙，也不欺騙人。
「不誠」(“impure motives”) 指有關性方面不道德的
企圖。

2:3 CCSS

•

所有福傳工作者，都要撫心自問，宣講的真正目的是否
「並不是為取悅於人，而是為取悅那考驗我們心靈的天
主…沒有向任何人尋求過光榮：沒有向你們，也沒有向
別人」。

Note 1

2:4, 6, CCSS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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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之辭…也沒有託故貪婪，天主
可以作證」- 尋求天主作證代表保祿相信天主全知，能
洞察人心，知道人所做的一切。就算人被虛假所蒙閉，
祂仍清楚知道真理所在。

謙卑和愛心的宣講

2:5 CCSS

2:7-8

• 「宗徒」的意思。

CCSS, CSB, note 3

• 「我們當基督的宗徒」- 保祿是否將弟茂德和息耳瓦諾同
視為宗徒？弟茂德，可能性不多；息耳瓦諾，不能肯定。
可能廣義地指所有宗徒。

CCSS，格後 1:1

• 宗徒們「有權利叫人敬重我們」，耶穌也這樣教導。但保
祿盡量避免用這權利，寧願忍受一切，免得基督的福音受
到妨礙。
• 「但我們在你們中卻成了慈祥的」原文可解作「卻成了嬰
孩」，「像撫育自己孩子的母親」原文可能是指「奶
媽」。原意可能是：「宗徒們有權利叫人敬重我們，但我
們卻選擇在你們中成為微小的嬰孩。像奶媽撫育自己的孩
子，我們如此眷愛你們…。」

CCSS, 格前 9:118, 瑪 10:10

C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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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There is no greater proof of charity in Christ’s church than when the very honor which
seems so important on a human level is despised” (St. Augustine, CCSS p.59).
2. Greek philosopher Do Chrysostom (AD 40-115) contrasts the reliable teacher to those
who seek their own gain:
“To find a man who speaks courageously with purity and sincerity, who does not pretend
for the sake of praise or money, but out of goodwill and concern for others is ready, if
necessary, to be mocked and to bear 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of the multitude – to find
such a man is not easy but rather the good fortune of a city, so great is the scarcity of
noble and free men, and such the abundance of flatterers, impostors, and sophists.
3. 保祿算是宗徒嗎？
• 在保祿書信中，「宗徒」不一定指十二宗徒。他自視為宗徒的原因有三：(a)見
過主，是主「恩寵召叫」，不是自己認為是(格前 9:1，迦 1:15-16)；(b)被派
遣去傳遞訊息(CCC858,若 20:21,羅 10:15)；(c)宣講福音並因其宣講而建立教
會根基(格前 9:1，格後 3:3)。
• 保祿清楚界定「眾宗徒」與十二宗徒之別(格前 15:5-9)。
• 十二宗徒 + 十二支派->教會、天主子民、羔羊淨配、「由天主那裏降下的聖城
耶路撒冷」、天國 (CCC865, 默 21:9-12) 。
• 「這教會是由伯多祿的繼承人及與此繼承人共融的主教們所管理」- 十二宗徒
職權傳留於主教們身上(CCC870)。
(Ref: BXVI, General Audience, Sept 10, 2008; J. Ratzinger, Pilgrim Fellowship of Faith,
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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