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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
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14 神藉我們所
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15 所以，弟兄
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
要堅守。 16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
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17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三

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著榮
耀，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2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
有信心。 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
兇惡）。 4 我們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後來也必要遵
行。 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保羅深信帖城信徒堅定不移

第四十九課第四十九課 論現實生活論現實生活

保羅深信帖城的信徒

不會被「不法的人」所引誘。

神揀選了他們，他們也會在那日，

持守從主領受的教訓，而站立得穩。

保羅常常提到救恩的起點和終點都在乎神。

我們不可藉自己的善行得救，

只有接受基督救贖的恩典才能得救。

「成為聖潔」是基督徒成長的過程，

聖靈就在其中使我們不斷成長更像基督。

「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從創立世界以先 弗一4

指福音初傳到帖城之時

確信神的揀選和呼召 二13-14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 ‧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

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

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

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上帝給我們的特權

讓我們分享神的榮耀、同得神的榮光

生命的目標在「大使命」中與主同工

不是我們配得，是上帝恩典的計畫！

神揀選的目的 ─ 能得著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 ‧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我們這樣的罪人，上帝的計畫竟是「同得神的榮光」！

神竟然使用我們這些會犯錯、不忠誠、不大可靠的人，

要來分享基督的榮耀，

不斷邀請我們參與完成主的大使命、

向世界宣告神的拯救之道。

凡「所領受的教訓」：

教會代代相傳的福音信息

包含教義、生活上的教導

帖城信徒不負使命、站立得穩，

持守教訓、繼續傳揚。

對神的選召、呼召，信徒的回應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 ‧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二15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

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求神恩待，讓我們也能夠堅守所領的教訓，不斷傳揚給後代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 ‧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當我們遇到各樣叫我們偏離神的試探，

記得要「站立得穩」。

持守真理當中，

仍有非常多恩典和主的愛的滋潤。

保羅知道帖城教會正面對

逼迫、假教師、世俗化種種危機，

在真理上有所搖擺、總有些無可奈何的心情。

所以勸勉他們要「站立得穩」

─ 肯定所領受的揀選、呼召。

對神的選召、呼召，信徒的回應 祝禱 二16-17 看見其中的滋潤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 ‧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

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站立得穩」的命令與呼召，

乃是有主的安慰、父神來的恩典和愛

以致我們得以堅固。

「安慰」包含「鼓勵、勸慰」的意思。

受患難的心要肯受安慰，服事不僅在真理、更在恩典當中；

受過安慰、領受過恩典，生命就是一個有「恩」的人。



祝禱 二16-17 看見其中的滋潤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 ‧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

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對患難當中的人，具有恩慈、恩典的父神，

帶下那樣的安慰，是何等真切！

對比於不法的人、大罪人、沉淪之子，

開恩、賜盼望的父神成為我們的安慰。

我們的決心 ─ 願意「站立得穩」，

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得安慰、得滋潤。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 ‧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保羅教導，末日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麼近，

縱然有令人懼怕的事將要臨到，

但我們仍然要站立得穩。

對今天基督徒的意義是：

我們不需要太關注

如何辨認「末日的徵兆」，

只要在道德和靈性上儆醒，

在受逼迫的時刻，

在快要放棄對主和祂再臨的信心時，

仍能持守道德和屬靈的聖潔，最為重要。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三1-5 保羅請求教會為他代禱

三1-2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

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著榮耀，

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原文做賽跑，

福音需要繼續迅速地、成功地傳開，

有如在競技場中的賽跑者；

這種需要催迫保羅提出這個請求。

如同帖城信徒信服福音，使主的道得著尊榮。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三1-5 保羅請求教會為他代禱

當在主的救恩當中，主的信實成為我們的安慰、我們的信實。

雖有不信的人，卻不能廢掉神的信實；

保羅抓住「神是信實的」應許、真理。

神要「保護我們脫離那惡者」

並不等於逃避逼迫、患難

現今的患難中不為惡所勝，不法之人橫行時能屹立不搖

三3-4 但主是信實的，

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我們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

後來也必要遵行。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三1-5 保羅請求教會為他代禱

叫你們有神的愛和基督的堅忍

三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

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面對患難逼迫的信徒，

需要勸勉、安慰、祝禱；

保羅在教導、請求當中，

交織祝禱在其間。

我們需要主的話成為生命的祝福，

將主的話存記在心，以主的話彼此祝福、勉勵。

‧勸慰與祝禱‧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在日常生活看來平靜的背後，

有一場激烈的屬靈爭戰在進行著。

面對逼迫患難當中

保羅要求信徒為他代禱

他也不斷為帖城信徒代禱

主要的防禦武器就是禱告 ─

弗六 屬靈爭戰中全副軍裝，

高峰戰場在禱告領域中進行。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6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
而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 7 你們自己原知
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
8 也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
受累。 9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叫你
們效法我們。 10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
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 11 因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
矩而行，甚麼工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 12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
咐、勸戒這樣的人，要安靜做工，吃自己的飯。 13 弟兄們，你們
行善不可喪志。 14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
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

‧勸慰與祝禱 ‧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教會在使命上、生活上的教導

‧勸慰與祝禱 ‧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三6-13 吩咐及保羅自己的榜樣

有些信徒習慣性依賴別人的慷慨過閒懶的生活，

早期有些十分貧窮的人，要靠著有錢人的接濟來過活

主的日子已來臨的信念，助長了這種心態

這樣的生活方式損害當時教會的名聲，保羅大聲疾呼地反對。

三6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

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行，不遵守從我們，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

帖前四11 要立志作安靜人人，辦自己的事，，辦自己的事，親手作親手作工。

不是要剝奪行為不檢的人的人參與教會活動參與教會活動的權利，

而是要與他們保持距離距離，使他們意識到，使他們意識到行為不被接納，

與教會從保羅所領受的教導領受的教導不一致。



‧勸慰與祝禱 ‧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保羅言行一致的提到自己的榜樣 三7-9

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

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

也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

晝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

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

對帖撒羅尼迦、哥林多，不接受教會的供應

接受腓立比教會的供應，跟教會本身情況有關

保羅一直以來有這樣的榜樣，請教會效法他的榜樣。

‧勸慰與祝禱 ‧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教會有一些人誤認為：

既然基督在任何時間都可能再來，

本份的工作、應有的責任都不承擔，

只是專心的等候耶穌再來。

三13 你們行善不可喪志

行善很可能被閒懶的人利用

但仍願意在善行中結出果子、榮耀神

大部份人都是懶散的藉口，保羅不得不有嚴格的訓示：

無事可做變成「好管閒事」不負責任

閒懶的人浪費教會的資源，得要接濟、養活他們

因為基督要再來，所以要在生活每一個環節上學習順服神順服神。

‧勸慰與祝禱 ‧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三14-15 教會紀律的執行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覺羞愧；但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

有人繼續過著與福音不相稱的生活，

紀律是最後的解決方法。

不聽從的人要被「記下」，並不是逐出；

不容許繼續放肆，不與這樣的人交往。

執行紀律時留意「態度」─ 勸他們如弟兄，非警告、威脅，

以愛為出發點，為不守規矩的人被建立，學習教會生活。

既不允許在道德生活上有任何妥協，也引導活出福音的真理

‧勸慰與祝禱 ‧請求代禱‧教會的生活紀律、閒懶的危險

三16-18 祝禱結語

願主的平安、主的同在，

豐富的在教會當中！



禱告禱告
感謝天父，

讓我們可以活在真理和恩典裡，

在我們人性的軟弱當中，

你以真理來建立我們，讓我們懂得活在你話語的光中。

謝謝你給我們豐富的肢體生活，

讓我們學習在愛裡彼此建立，

聖靈引導提醒，在教會生活中彼此勸勉。

恩待我們，在警醒等候主來的日子，讓我們可以榮耀主名；

肢體相交中，表明你是與我們同在的主、我們等候的那一位。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根據保羅在帖後的教導，

我們是否需要關心辨認「末世的徵兆」？

或是應在道德和靈性上儆醒？

保羅教導對教會中

不守規矩的人執行紀律時要留意什麼？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根據保羅在帖後的教導，

我們需要關心辨認「末世的徵兆」？

或是應在道德和靈性上儆醒？

保羅教導對教會中

不守規矩的人執行紀律時要留意什麼？

應多在道德和靈性上儆醒

三15 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