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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生活

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著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
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 神的喜悅，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勵。
2 你們原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命令。
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4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5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 神的外邦人。
6 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
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 又切切囑咐你們的
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又切切囑咐你們的。
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8 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 神。
9 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信給你們；
論到弟兄們相愛 不用人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自己蒙了 神的教訓，叫你們彼此相愛。
10 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固然是這樣行，但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
11 又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正如我們從前所吩咐你們的，
12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沒有甚麼缺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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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勉勵」在 四10 講到彼此相愛這件事的時候又再次出現。
新譯本翻譯成 更進一步」。
新譯本翻譯成「更進一步」。
保羅對教會的信徒，事實上他們還是初信者，
保羅不單是教導他們救恩的真理，
也教導他們生活的倫理，
因為新造的人應該要有新生命所顯示的新生活。
四1~88 讓我們看到信徒要過一個聖潔、討主喜悅的生活。
四1
讓我們看到信徒要過 個聖潔 討主喜悅的生活

帖前只有五章，前三章保羅處理了他與教會間的一些問題，
我們看到保羅的事工，他非常辛勞，他的心思意念全放在羊群的身上；
更多看到保羅的生命，那個美善生命的彰顯。事奉的確是在傳遞生命！
多看
生命
美善 命
事奉
傳遞生命
四1-12 保羅針對信徒彼此相交的教會生活，
 在生活倫理上加以勸勉
 保羅為他們有信心、愛心、好見證來感謝神，

腓三13、14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他們把福音傳出去，甚至於傳到了各處
但這並不表示人就已經完美了，並不表示信徒已經長大成熟了。
所以，還是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走，當主還沒有再來時，
仍然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們來學習 來面對
仍然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們來學習，來面對。
二12 基督徒的生活要對得起神。
四10 基督徒的生活要討神的喜悅
基督徒的生活要討神的喜悅，因為他們已經領受了使徒的教訓。
因為他們已經領受了使徒的教訓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這條天路朝向標竿直奔的道路，
不是慢慢走的，
不是慢慢走的
是要有目標、有動力，並且是一直往前行的。

保羅勉勵他們：既然知所當行，還要更加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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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當中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還需要再講嗎？
需要再講！我們實在需要常常被提醒。
你說讀經、禱告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但這麼普通的事，需要在講台上一直講嗎？
弟兄姊妹，我們還真是需要常常被提醒。就像打籃球那個基本功，
讀經、禱告、探訪、事奉，這也是基督徒的基本功，需要常常去操練；
因為我們明知很重要 但不 定真能腳踏實地把它行出來
因為我們明知很重要，但不一定真能腳踏實地把它行出來。

四1~2 保羅告訴他們要謹守教訓，因為這是使徒的教訓，

而使徒的教訓是從主而來的。保羅在字裡行間總是尊主為大
而使徒的教訓是從主而來的。保羅在字裡行間總是尊主為大…
四1 我們靠著主耶穌；四2 憑著主耶穌。
保羅尊主為大，因為使徒的教訓是由主耶穌而來的。
他向弟兄姊妹怎麼說？
四1 我「求」你們，我「勸」你們；四2 我傳給你們。
哥林多教會曾批評保羅言語粗俗、氣貌不揚，事實上
會
 我們不知道保羅外觀長得如何？
 保羅的言語絕對不粗俗，你常常會看到他睿智的話語
我們說他是學者，但是他更是一個性情中人，所以他有許多的真情告白，
例如「我們就活了、我們就活過來了」這樣的話，
完全不加掩飾地表達他心中的快樂與感恩。
雖然保羅還是謹守他作主僕人的身分，但是卻因著從神領受對信徒的愛，
這麼重要的生活規章他就要告訴他們 用了非常謙卑的話
這麼重要的生活規章他就要告訴他們，用了非常謙卑的話：
我求你、我勸你，你要聽、你要知所當行，討神的喜悅。

在這裡，保羅提醒他們說：你知道了，但是你要把它行出來。
他們不是沒有行，因為
他們不是沒有行
因為 四1b 「照你們現在所行的」，表示他們已經在行。
照你們現在所行的」 表示他們已經在行
但是，神的僕人對他們的一個盼望是：我希望你能再進一步，要更加勉勵。

5

6

當然，弟兄姊妹，我們的屬靈生命不會戲劇化的—
今天在高峰，明天掉到低谷，屬靈的光景不會這麼戲劇化，
我們有高峰的時候，我們也有低谷的時候，
但不是這麼曲折的、戲劇化的上去下來，這中間有過程。
如果我們在過程中不留意、不小心，
什麼時候落掉下去了，自己都不知道。
不管我們是在高峰還是在低谷，都要知道主永遠是可信靠的；
不管屬靈光景如何，我們都必須要到主的面前求憐憫、求恩典。
哪怕真的是舉步維艱，甚至於軟弱、跌倒，
求主保守給我們一個心志：爬也要爬到主面前，
不要永遠作軟弱的信徒。

四2 你們原知道，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命令。

保羅再次提醒讀者的記憶，意思是再次提醒，免得忘記。
「你們原知道」出現在 一5 ，二1 、2、5、11，三3、4 。
雖然他們知道，但是保羅仍要勉勵他們：
你知道了，你也行了，
現在我求你、我勸你再進一步，
 因為神的真理必須要我們反覆不斷的去實踐
 服事主，就是更多經歷主的恩典，
但也會面對許多的試探
詩經說「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我相信每一個服事主的人，都應該要有戒慎恐懼的心態，
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反而知道自己有許多的不足。
這條窄路不會越走越寬，它是越走越窄，以至於就臨淵履薄。
有誰敢為自己打包票：我永遠不跌倒？
有誰敢大言不慚的說：我永遠是站在屬靈的高峰？

我們就要提醒自己了，基督徒不單是要謹防知而不行；
另一方面，基督徒也要謹防自以為是，
當你自以為是的時候，屬靈生命就有危機了。
所以保羅在 林前十 講了以色列人倒斃曠野的原因之後，
講了以色列人倒斃曠野的原因之後
林前十12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如果我們知道這條事奉的道路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有許多的挑戰；
我們的心思意念常常求主光照，讓聖靈來幫助、來保守我們。
 保羅的提醒是多次的提醒
 聖靈在你我心中的提醒絕對是常常、多次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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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們所敬拜的神，我們所信靠的主，祂不斷提升我們的道德層次。
當主說祂是光，祂就叫我們行在光中；當我們了解神是愛，他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
當我們明白神是聖潔，祂告訴我們：「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但是，羅一 那些拜偶像的，拜的層次是一直往下掉的，
從人到走獸、到飛禽、到昆蟲，看到什麼就拜什麼。
但是上帝是不斷提升我們的靈、我們的生命，
不斷提升我們的道德，這是我們所拜的真神。

四3~8 重點在聖潔，並在 四8「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來作最後的結語。

保羅在哥林多宣教的初期，寫帖撒羅尼迦前書。哥林多城有一個愛情廟，
這個廟裡面最多的時候有上千名廟妓，供人作淫亂的朝拜。
所以當希臘人說：「你想作哥林多人啊？」
 意思就是：你要過著燈紅酒綠的淫亂生活嗎？
 當時的異教社會對性關係的態度是非常隨便的
學者布魯斯引用當時雅典最偉大的雄辯家狄摩西尼的話：
摩
「一個男人可以擁有情婦，情婦同時可以作他的知識伴侶，
在社會奴隸制度下男人可以輕易地坐擁妻妾，
妓女則滿足他漫不經心的情慾，
妻子的功能就是管理家務，是孩子合法的母親。」
這是當時在雅典最偉大的雄辯家留下來的記載。
保羅在哥林多寫帖前這封信，帖撒羅尼迦的信徒面對這樣的環境，
他們的確要分別為聖 討神喜悅
他們的確要分別為聖，討神喜悅。
所以，這裡講「討主喜悅、行神旨意」，特別是強調信徒在生活上的聖潔。

利十一45 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

要作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聖潔 因為我是聖潔的
要作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彼前一15~16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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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社會新聞，有些人事的報導，你會看到各樣不同的情況，
如果孩子去效法的話，是讓父母很擔心的。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常講出軌的辦公室戀情，冠上好聽的名詞，是紅粉知己、青山之交，
都不能掩蓋破壞別人家庭的事實；
基督徒面對這樣的試探，其實也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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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著自己的身體」有兩種解釋，
 它的原意比較接近
它的原意比較接近「取得、獲得」，把器皿比作妻子，
取得、獲得」，把器皿比作妻子，
取得自己的妻子，守著就是你取得、你得著。
取得自己的妻子，有貶低婚姻的意思，
就是把妻子的首要功能說成滿足丈夫的需求
 就直接這樣說：守著自己的身體。
如果我們把它當作是寫給全教會，包含所有單身跟已婚的男女的話，
有些學者就贊成直接解為「守著自己的身體」。
解釋的困難度在於：如果「守著」是「得著、獲得、取得」的意思，
那麼取得自己原有的身體，就不太能解釋得通

當我們說婚姻是一種藝術的時候，的確看到有很多的不容易；
但是不能因為維護婚姻的不容易，我們就算了，就放在一邊。
是
為 護
容易 我
算
在 邊
一花一草，你不澆水，你不呵護它，它是沒有辦法欣欣向榮的。
在這樣 個情境當中 在婚姻的關係裡面 聖潔是何等的重要
在這樣一個情境當中、在婚姻的關係裡面，聖潔是何等的重要。
道德上的純潔，當然不是聖潔的全部，但它卻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可是，你看上下文理或看這卷書的寫作對象，是所有信徒的話，
也許我們就照著和合本「守著自己的身體」，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要保守自己的身體在聖潔尊貴的光景當中，就是不放縱情慾。
如果我們要講聖潔真理，不能把全部箭頭指向外邦人，
教會裡面也有很多這樣的情況需要被提醒，需要去教導。

四3~4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身體」這個字的原來意思是器皿，例如：
主曾經對亞拿尼亞說 保羅是祂所揀選的器皿；
主曾經對亞拿尼亞說，保羅是祂所揀選的器皿；
妻子是比丈夫軟弱的器皿；人若自潔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假如哥林多那個城市、或在希臘那個社會，那些人的思想是放縱情慾的，
講的是初代的教會；那麼今天的光景是否好過當初呢？當然不是！
今天人們的思想 對於性的犯濫 對男女關係的隨便 不聖潔
今天人們的思想，對於性的犯濫，對男女關係的隨便、不聖潔，
其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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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 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

林前六 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

「這一類的事」，或者說淫亂的事，主必報應
這 類的事」，或者說淫亂的事，主必報應

唯有淫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以前在團契裡談男女交友之道，常常是針對大專組的青年，
現在對國中生也要教他們怎樣交朋友，
不是鼓勵他們去交男女朋友，而是提醒他們要防範的事。
現在教導的對象年齡層是越來越低，為什麼？
因為他們面對太多的引誘 太多自以為是的錯誤觀念
因為他們面對太多的引誘，太多自以為是的錯誤觀念。

「欺負」的意思，就是佔誰的便宜。

在這裡是說：你為著要滿足自己就去欺騙別人，佔人的便宜；
新譯本直接講：佔弟兄的便宜。…
「弟兄」，按廣義講，可以指信徒，也可以指非信徒，
意思就是他的鄰舍。
按狹義講，保羅其實是關心信徒的聖潔
不與信徒的配偶犯這樣淫亂的罪，佔他弟兄的便宜。

今天要犯罪不需要你去長途跋涉，坐在電腦前就會面對許多的引誘，
色情網站在 個手指頭按下去 就出現在你面前
色情網站在一個手指頭按下去，就出現在你面前。
如何保守我們的聖潔？從心思意念到眼目、到手足、到身體，
思想是從看、聽而來；我看甚麼、聽甚麼，就變成我的思想。
我們很清楚我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
隱藏的事別人不知道，但主會傷心，聖靈會擔憂。
要求聖潔不是只有對弟兄姊妹
要求聖潔不是只有對弟兄姊妹，
因為有的時候這樣的問題也產生在神僕人的家裡。

聖潔這件事的確是非常重要。
不只是婚姻生活要聖潔，
婚前的性行為仍然是得罪神。
來十三4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
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苟合」是婚前性行為， 「行淫」是婚外性行為。苟合和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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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四8 如果你們不聽的話，棄絕的不是人、

四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不光只是在情慾這件事上聖潔，
在心思意念上討主喜悅、合神心意、分別為聖，
這些都是在聖潔的範圍當中。
只是在這段經文比較強調的是
「讓我們不沾染污穢 讓我們成為聖潔 的部分。
「讓我們不沾染污穢，讓我們成為聖潔」的部分。

不是我保羅對你們苦心的勸勉，
棄絕的是賜聖靈給你們的神。
「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神」，這個說法是否有點熟悉？
徒五 亞拿尼亞和撒非拉事件，彼得就曾經說：
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加六7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
不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所以我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要與蒙召的恩相稱。
所以我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要與蒙召的恩相稱
 在今天這個價值觀混淆、黑白不分的世代，
基督徒如果沒有辦法活出一道清流，
他如何能夠讓人羨慕作神的兒女？
 如果我們不天天把自己奉獻給主、求主保守，
如果我們還自以為站立得穩，
什麼時候跌倒軟弱還不自知，那是多麼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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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到 第四章 的一開始，保羅說：我勸你們、我求你們，
你們不是不知道 你們也不是沒有行
你們不是不知道，你們也不是沒有行，
但是我盼望你們可以更加勉勵，我盼望你們可以更進一步。
然後就講到聖潔的這件事情，我們看到保羅用的是神旨意，
四3 「所以神的旨意是告訴我們」，
神的旨意我們不能夠說我想做、我不想作，不是這樣。
既然是神著旨意，求主幫助我們，
是認認真真的去明白它、並且遵行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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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 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固然是這樣行，但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

四9~12 不單有「兄弟相愛」、也要立志做「安靜人」。

 你們已經做了
你們已經做了、已經在行，但我要勸你們，再進一步。
已經在行 但我要勸你們 再進 步

四9 一開始講到「論到」，這個「論到」我們也很熟悉，
開始講到 論到」，這個 論到」我們也很熟悉，

 有誰敢說我已經完全行出了彼此相愛的真理呢？沒有的！

 因為保羅在處理哥林多教會問題的時候，

有時會覺得神的標準好像很高，我們作不到，祂也不會為我們降低一點標準

林前七 一開始他就提到「論到」

約十五 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要彼此相愛我們知道，

 但這地方，基本上應該不是教會寫了什麼信給保羅，

但彼此相愛要到像主愛我們這樣，這個很難，我們離這個標準很遠。

然後又提了很多問題，要保羅在這裡回答；
因為我們曉得保羅是根據提摩太回來的口頭報告，
因為我們曉得保羅是根據提摩太回來的口頭報告
沒有很明顯證據顯示保羅在此是答覆教會問題
摩
卻讓 羅感覺
再
導 勸
但是提摩太的口頭報告，卻讓保羅感覺到他必須再次的教導和勸勉。

羅十三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唯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要我們彼此相愛，像祂愛我們一樣；要我們彼此接納、像祂接納我們一樣…
感謝神，祂雖然沒有為我們降低祂的標準，但是祂卻加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可以更加勉勵，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四9 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教訓，叫你們彼此相愛。
「兄弟之愛」，在保羅書信裡面，除了這個地方，
另外在 羅十二10、還有其他經卷都有。
保羅再次用「你們自己 ，
保羅再次用「你們自己」，
強調他們在「彼此相愛」這件事上的瞭解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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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別人改變自己，實在困難，可能我們願意，但是不是那麼能夠長久，
為什麼我願意改變、你不改變呢？你不改變、我想改變的心也會比較減退了。
如果我們願意為主而改變，那個動力應該是很強的、很持久的，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我就願意為主來改變，
就願意在主的恩典、教導、扶持當中，來更新自己。
愛就是要有行動、要使對方得益處，愛還需要有善意的表達，
當我們衡量在對人的時候 態度常常的確會有出入的
當我們衡量在對人的時候、態度常常的確會有出入的。
求主幫助我們，更進一步、再往前走一步。

腓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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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帖前四 「你要立志做安靜人、辦自己的事」。
你要立志做安靜人、辦自己的事」。

有時經文在字面上好像有衝突，但仔細查考，其實是不衝突的。
 「辦自己的事」，意思是說：你不要去干擾別人
 「不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意思就是：你要為別人的利益來著想
在希臘社會裡 他們很輕看勞力的工作 認為勞力的工作就是奴隸的工作；
在希臘社會裡，他們很輕看勞力的工作，認為勞力的工作就是奴隸的工作；
如果是自由人，他是不做這奴隸的事的。
羅
樣
保羅在這個地方糾正這樣的觀念，
因為耶穌就是出自於木匠的家庭，保羅也辛苦勞碌晝夜作工。

四11 要立志作安靜人
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
辦自己的事 親手做工

這是三個平行句，三句相連，環環相扣。
「立志」有竭力的意思，「竭力」的來「作安靜人」，
好像不太容易，也有譯本把它翻譯成「立志過安靜的生活」
 在此是跟專管閒事相對的，
因為在教會裡有一些人就是不作工、專管閒事，
保羅就提醒他們要立志做安靜人

有時也許你覺得你已經作了，但事實上對方認為還不夠、還沒有。
我們就要解決這樣的問題，而不是去講理。
有的時候我們講理太多，講愛太少，活出愛更少，基本上你就去作。
如果彼此相愛常以為虧欠，那保羅在這地方講的我們就更了解：
你們已經做了，你固然是這樣行，但我勸你更進一步，
因為有很多的事情我們都可以讓它更提升，讓它更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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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提醒是說：立志作安靜人，我不專管閒事，我要安靜，來親近主；
我要來好好的守住自己、盡自己的本份，親手作工。
四12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沒有甚麼缺乏了。
你就不會成為別人的負擔了，你行事端正，就可以得著人的尊敬了。
保羅的提醒是非常的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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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
求主幫助我們在今天這個世代，
能夠活出聖潔生活的見證
能夠活出聖潔生活的見證。
求主讓我們的心思意念
能夠行在你的旨意中。
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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