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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2~28
勸勉與教導勸勉與教導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2 28

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

就是在主裡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就是在主裡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

13 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

也要向眾人忍耐。

15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

16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地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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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2~28
勸勉與教導勸勉與教導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2 28

19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22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23 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25 請弟兄們為我們禱告。

26 與眾弟兄親嘴問安，務要聖潔。

27 我指著主囑咐你們，要把這信念給眾弟兄聽。

28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同在！

3

這段強調基督徒群體與個人真實的教會生活：

與牧者、同工、肢體間生命的互動。與牧者、同工、肢體間生命的互動。

保羅在四1~12 已有原則性的勸勉，

告訴我們要謹守教訓、生活聖潔、有兄弟之愛。

在此書信尾聲，保羅用格言式的語詞，再次勸勉教導－

這是保羅常用的方式，

羅十六17~20 林前十六15~18 也是如此羅十六17 20；林前十六15 18，也是如此。

五12~28 保羅勸勉我們要在愛中生活，等候主的再來。五 保羅勸勉我們要在愛中生活 等候主的再來

五12~13 有愛的勸勉，這個愛的勸勉就是敬重牧者：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

就是在主裡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

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

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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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12用一個複數的定冠詞，帶出三個現在分詞，就是勞苦、治理、勸戒，

所以你看到是同一種人，就是這班牧者。所以你看到是同 種人，就是這班牧者。

牧者生活在信徒中間勞苦事奉，以基督的原則、也就是在主裡面治理、勸誡，

因此保羅說要格外尊重他們，如同提前五17「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

v.13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不是因為牧者的頭銜地位，

而是他們所做之工 像僕人的事奉。而是他們所做之工－像僕人的事奉。

我們講過：要多為牧者禱告，牧者在聖潔的部分也要特別的小心，因為要做榜樣。

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的牧者都是非常盡忠，在為神所交付的工作盡心竭力。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的牧者都是非常盡忠 在為神所交付的工作盡心竭力

牧者跟信徒的關係非常重要，求主保守我們

永遠是在愛的關係當中過我們的教會生活。

我們接納一個人的時候，當然就會願意聽他所講的道，就會願意接納他講的

往往我們不接納一個人的時候，就連他講的東西也聽不進去

求主幫助我們，我們是真心誠意的、而且是用

5

求主幫助我們，我們是真心誠意的、而且是用

愛心格外尊重、接納我們的牧者，就能從他領受神的教訓。

來十三 講到敬愛領袖的時候，作者就用了兩處的經文：

7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 (已經安息的牧者)，7 從前引導你們 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 你們要想念他們 (已經安息的牧者)
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要觀察他們一生的果效。

17 對現在引導我們的牧者：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

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 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

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

牧者盼望自己的帶領、自己的工作，在信徒的身上有好的果效—牧者盼望自己的帶領 自己的工作 在信徒的身上有好的果效

信徒的靈性光景，能夠穩固、能夠興盛。

在帖前五 不只是對牧者的敬重，還有就是有信徒需要知道的事…
v.13 你們也要彼此和睦。這個是保羅對信徒的一個勸勉，

在保羅教導教會真理當中，這一環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彼此和睦、彼此相愛的教會，一定能夠經歷到神同在的祝福個彼此和睦 彼此相愛的教會 定能夠經歷到神同在的祝福

教會裡面爭爭吵吵，福音怎麼能夠傳得出去呢？別人如何會羨慕作個基督徒呢？

教會裡面因為人、因為事這樣的問題爭鬧不休，只會給撒但留地步，

這樣內耗的這樣的 個結果會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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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內耗的這樣的一個結果會是什麼呢？

帶來的當然就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結局，這不是我們所願意見到的！

帖前五14~22 可以說是信徒須知的三部曲，這個語法大多是由一個

命令語態的動詞、帶一個受格或者是一個副詞。命令語態的動詞 帶 個受格或者是 個副詞

14 包含著四項牧者的勸勉；16~18 神對祂屬靈兒女的生活的旨意；

19~22 關於先知性事奉的五項勸勉。這樣的形式在新舊約都可以看到。

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

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看到這樣的勸勉，我們知道必須要有愛，你要有愛才行得通：看到這樣的勸勉，我們知道必須要有愛，你要有愛才行得通：

你要先有一個彼此之間愛的關係，才能夠進行警戒、才能夠真心地去勉勵、扶助、

也才能夠忍得下去。

對不守規矩的人我們需要警戒，

這樣的人他不理會使徒的教訓，也不理會、沒有看到牧者的榜樣，好像是沒有看到，

因為牧者是勞碌、晝夜地做工。不只是他們對牧者來警戒他們無所謂因為牧者是勞碌、晝夜地做工。不只是他們對牧者來警戒他們無所謂

這樣的人你就要去警戒他、不只是牧者來警戒，

肢體彼此也可以在愛裡進行這樣的一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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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到你勞苦辛苦晝夜做工，但是他什麼工也不做，

他反而在那裡成為別人的負擔，這個就不好。

保羅也特別提醒這些人：他們不理會使徒的教訓，

四11 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四11 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

他們不願意這樣作，所以要警戒這些不守規矩的人。

教會應當講愛，但依然要有懲戒。

林前五 有很強烈的懲戒，保羅說對那經勸誡卻執意不悔改的人，

可以把他趕出教會，把他交給撒但。

目的不是叫他永遠滅亡 而是用此懲戒讓他可以悔改 好讓他的靈魂可以得救。目的不是叫他永遠滅亡，而是用此懲戒讓他可以悔改，好讓他的靈魂可以得救。

教會的懲戒，就算是這麼強烈的趕出教會，

依然還只是一個過程，只是一個手段，最終目的是要將人挽回。

徒五 我們看到教會有亞拿尼亞跟撒非拉的事件。

當他們因為欺哄聖靈、倒下之後，教會就興旺起來。

今天的教會是比當時更聖潔嗎？是比初代教會更完全嗎？

當然不是！我們只能說主的憐憫好像更大過先前

我們若知道主的恩典，是在等候我們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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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知道主的恩典，是在等候我們悔改，

我們就不能夠把這樣的恩典，當作任意犯罪的藉口



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
就如保羅在他們當中所做的。就如保羅在他們當中所做的。

當我們面對軟弱、挫折的時候，總是會灰心的；

那時需要有陽光進到我們的心裡來，有人來陪伴我們，

有人告訴我們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人為我們禱告。

勉勵灰心的人，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的。

我 勸弟 警戒 規矩的 勉勵灰 的 助軟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

特別是信心軟弱的。

羅十四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羅十五1 堅固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羅十四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羅十五1 堅固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

有誰敢說我們會永遠剛強呢？

今天你去扶助別人，有一天我們也會接受別人的安慰還有扶持。

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

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按照上下文理來講 這個「眾人 應該是指教會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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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下文理來講，這個「眾人」應該是指教會內的人，

因為保羅在對信徒說這些話。當然，你還是可以擴大範圍到其他。

在雅一告訴我們，忍耐是信心經過試驗的結果。

有的時候我們面對故意的挑釁，很可能會把有的時候我們面對故意的挑釁，很可能會把

裡面的老我、情緒給激發出來，

忍耐是聖靈所結的果子，有愛才能夠忍。

聖靈在我們裡面賜給我們力量，我們才能夠學習

林前十三愛是恆久的忍耐、愛是凡事忍耐。

在聖經裡面所提的忍耐 常常指的也是堅忍在聖經裡面所提的忍耐，常常指的也是堅忍，

也就是遇見困難，不後退、站穩腳步繼續往前去。

因此雅各也告訴我們—忍耐也當成功！因此雅各也告訴我們 忍耐也當成功！

使我們可以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當我們思想到當我們思想到

神是有豐盛的慈愛，祂是不輕易發怒的神，

因此我們可以常常到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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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求能夠堅忍到底的這樣的一個恩典。

五15 不要以惡報惡，跟羅十二17 是一樣的。

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生命的提醒，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生命的提醒，

是可以在生活當中來運用的，

這也是耶穌對門徒的教訓，在太五 可以看到。

這樣的觀念也可以回溯到舊約，例如說：

箴廿五21~22 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吃，

若渴了 就給他水喝若渴了，就給他水喝，

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耶和華也必賞賜你。耶和華也必賞賜你

所以你發現在保羅書信當中，常常出現信徒在生命當中，

不斷需要追求的項目，例如說：良善、愛、公義、敬虔、

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信德、仁愛、和平、

和睦、聖潔…，有許許多多，

這是我們在走天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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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在走天路的時候，

我們這一生我們都需要追求成長的。

信徒須知的第二個部分五16~18 是神對祂兒女屬靈生活上的旨意：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聖經中有很多很清楚告訴我們是神旨意的經文，如：

四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有的時候我們求問神的旨意，其實神的旨意並不是那麼難求的，

當我們熟讀聖經 就會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當我們熟讀聖經，就會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

當然有一些求問是關於你個人的，你在婚姻上的選擇、你的對象、你的工作、

你前面的道路，我們依然可以在上帝面前好好地禱告，你前面的道路 我們依然可以在上帝面前好好地禱告

神依然會按著祂的心意把啟示放在我們裡面。

當然，因為前提是我們願意照著祂的心意行、我們願意討祂的喜悅，

我們有這樣的心志，我們求問神的心意，祂一定會告訴我們的

對於那些經常出現在經文當中的神的旨意，我們不能把它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僅去求一些很縹緲的、自以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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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僅去求一些很縹緲的、自以為的，

然後把那個當作神的旨意，那就是常常會出問題的



還有喜樂，喜樂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質，沒有人願意與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人在一起。

喜樂也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加五22)，喜樂也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加五22)，

他勸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要靠主常常喜樂 (腓四4)，

不要忘記保羅寫腓立比書的時候，他正在羅馬是被軟禁失去自由的時候。

因為神國度所在乎的，就是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所以常常喜樂也是神在我們生命當中所定的旨意。

當然我們知道你要喜樂 因為喜樂的源頭 喜樂的動力是從神而來當然我們知道你要喜樂，因為喜樂的源頭、喜樂的動力是從神而來，

有的時候我們會面對一些困難，但我們必須靠主的恩典，

我們從裡面、從心靈深處，依然可以在困難當中湧現出真實的喜樂，我們從裡面 從心靈深處 依然可以在困難當中湧現出真實的喜樂

當然，最大的喜樂還是得著救恩。

不住地禱告是在凡事上與主親近的一種操練，

神的兒女需要在禱告上多加操練，

耶穌教導門徒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保羅勉勵羅馬教會的信徒 禱告要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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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勉勵羅馬教會的信徒，禱告要恆切，

他自己更是在禱告上成為信徒的好榜樣

感謝就是跟著禱告緊密相連的，感謝也是神的兒女的一個特權、當然也是祝福，

羅一21 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羅 21 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

不認識神的人、他們沒有辦法能夠感謝神的；

但是當你越認識真理、你越體會感謝的重要，

因為恩上加恩、更多的感謝帶來神更多的恩典，

讓我們明白，所有的恩典是從神而來，獻上感謝這是我們理所該當。

凡事謝恩 也需要操練 因為我們很容易忘記神的恩典凡事謝恩，也需要操練，因為我們很容易忘記神的恩典，

西四2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那個意思是說：你在禱告的時候要存著感恩的心、儆醒，那個意思是說：你在禱告的時候要存著感恩的心 儆醒

禱告要儆醒，存著感恩的心、儆醒。

有一些我們以為是稀鬆平常的事，其實我們知道我們更應該要感恩，

有的時候我們在許多的恩典當中，

忘記數算恩典，以為那個就是自然而來的；

其實不是 當我們細細地數算神的恩典 我們會更深地獻上感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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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是，當我們細細地數算神的恩典，我們會更深地獻上感謝的心。

凡事謝恩當然也是需要操練的。

還有「屬靈的分辨」要注意。五19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原文裡沒有「的感動」，就是「不要銷滅聖靈」。原文裡沒有 的感動」，就是 不要銷滅聖靈」。

這是一個現在命令語氣，所以是一定要聽，一定要做的。

不是說保羅曉得他們常常在銷滅聖靈，所以就命令：

你們現在不准銷滅聖靈！不是這樣的！這只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正面提醒。

此外，可能信徒當時高舉其他的恩賜，而輕忽了先知從聖靈領受的教導，

所 保羅接 去 也是 個命令 語詞 特 提所以保羅接下去，也是用一個命令的語詞，特別提醒他們，

五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在林前十四1 將先知說預言，翻譯成先知講道。

你雖然不藐視先知的講論，你雖然不藐視先知的講論，

五21 仍然還是要凡事察驗的，因為慎思明辨是我們該作的事。

講台上所講的如果很清楚有聖靈的根據，我們當然應該說阿們

如果是講員個人的經歷，那講員就不可以說：弟兄姊妹，我是這麼經歷的，

你們照著我的方法作就對了。那是他的經歷，可以作參考，不一定依樣畫葫蘆

上帝是多麼的豐富啊！不是只有 個方法 件事情就可以涵蓋所有 照單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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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多麼的豐富啊！不是只有一個方法、一件事情就可以涵蓋所有，照單全收；

至於先知的話語，你也要察驗。

謹慎地察驗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在試驗裡面你可以看出真相，

你要有屬靈的洞見、熟悉神的話、倚靠神的靈。你要有屬靈的洞見、熟悉神的話、倚靠神的靈。

申十三1~4 試驗假先知的原則：先知口中所說的雖然應驗，

但是如果他目的要把你引誘去隨從別神、你當然不能夠聽從他。

在這封信的結尾，保羅有一個祈願、也是最後的問安，

五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 完全無可指摘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新譯本：願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

又願你們整個人—靈魂、和身體，都得蒙保守，又願你們整個人 靈魂 和身體 都得蒙保守

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無可指摘。

保羅在這裡不是分析人的本質—用二分法，身體、靈魂；

或者三分法，靈、魂、體，他不是分析人的本質

是迫切地為信徒祈求，祈求他們全人都能夠得蒙保守

在這一節的希臘文裡面，不論是動詞、或者形容詞的這個整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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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節的希臘文裡面，不論是動詞、或者形容詞的這個整個的，

其實它都是單數，我們可以看見顯然他強調的是人的整體性。



五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祂必成就這事。

這個是最後的結論。這個是最後的結論。

弟兄姐妹：

我們所信的神是賜平安的神、使人成聖的神、

保守祂兒女的神、呼召我們的神，

弟兄姐妹，我們所信的神是信實的神。

我們查考完帖撒羅尼迦前書，雖然只有短短的五章，

但是我們看到裡面—但是我們看到裡面

有非常非常豐富的內涵

有清楚的聖經的真理

也有非常清楚的信徒相交之道

當我們仔細查考以後，

相信我們都能夠從其中得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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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們都能夠從其中得著益處。

天父，我們感謝你，帶領我們查考帖撒羅尼迦前書。

求主幫助我們—

當我們在你話語當中領受教訓的時候，

求你讓我們能夠以一個受教者的心，

我們可以不單明白、領受，我們可以不單明白 領受

並且我們能夠在實際的生活當中能夠實踐。

讚美你，我們把一切榮耀都來歸給你，讚美你，我們把一切榮耀都來歸給你，

因為是你給我們恩典，使我們可以來看你自己的話、

可 來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可以來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

我們這樣的感恩，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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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樣的感恩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