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禱與勸誡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第十二課…

帖後第一章 保羅為信徒感恩，也特別告訴我們

主耶穌基督會再來、再來的榮耀、以及祂要行公義的審判。
第二章 有不法之人要顯露，在這個末後的世代，如果我們聽到

代禱與勸誡

一些很特別的一些說法，不要輕易動心、不要驚慌、要站立得穩。
這是保羅為信徒的一個代禱、以及一個勸戒。

帖撒羅尼迦後書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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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後書三7~18
7 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
應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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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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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辛苦勞碌 晝夜做工 免得叫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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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
16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17 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我的筆跡就是這樣。
我 保羅親筆問你們安 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 我的筆跡就是這樣
18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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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或譯：脫離凶惡）。
要堅固你們 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或譯 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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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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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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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羅不但還是繼續地請求代禱，也在主的信實、

還有對信徒的信心當中帶下了關切，繼續地為信徒來禱告。
帖後三1~5 保羅他請求代禱，這個代禱的內容是很廣泛的：

一個部分是先說的，就是盼望主的道能夠廣傳、神可以得著榮耀，
帖前一8 保羅說：主的道從你們那裡已經傳揚出來。

信徒他們是努力的、迫切的，
他們是在傳福音，而這個信心已經傳遍了各地。
在這裡，保羅還是請求信徒為他禱告 —
宣教者的服事的動機 、盼望，
盼望
就是主的道可以快快地行開，當然也就是指主的道快快地傳開；
主的道傳開、就是主的福音可以傳開，
因為神已經把福音託付給了保羅還有他的同工們，
當然也包含著歷世歷代領受福音好處的神的兒女們。
我們每 個人都是福音的使者 也都要為福音的廣傳來代禱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福音的使者，也都要為福音的廣傳來代禱。
3

這是保羅一開始的講到說：請信徒的代禱、代求，讓福音可以快快地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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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也請他們為他個人來禱告，
三2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所以也為保羅、還有他的同工們來禱告，
脫離這個惡者之手，也就是指著那些不信的猶太人。
因為信心是人對福音的一個主觀的回應，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對信心有正面的回應。

三2b 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自然地引進了 三3a 的第
的第一個字「信實」：但主是信實的。
個字 信實」：但主是信實的。
人雖然沒有信心，但卻不會破壞神的信實，這樣類似的說法…
羅三3 即便有不信的這有何妨呢？
難道他們的不信、就廢掉神的信嗎？
這就說明了保羅他對神的信心，
他相信神會堅固、神會保護信徒脫離那惡者。

保羅在寫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的時候，是他在哥林多傳道的初期，
保羅在寫帖撒羅尼迦前書
後書的時候 是他在哥林多傳道的初期
就好像他在各個城市宣教的經驗，總是處處都有抵擋福音的人…
好像保羅他在帖撒羅尼迦傳福音碰到了擾亂 他就被送到庇哩亞
好像保羅他在帖撒羅尼迦傳福音碰到了擾亂，他就被送到庇哩亞，
帖撒羅尼迦跟庇哩亞之間的距離是六十里，他們走了六十里、
到了另外一個城傳福音，猶太人也跟著走六十里再次地來擾亂。
所以保羅他們對於擾亂這件事情，
當然他心中是有非常深的一個感觸。
徒十八 可以看見：保羅遭受猶太人的攻擊還有逼迫是很大的！
因此他常常請求代禱。

三4 就是保羅他對信徒的信心了，

而這樣的信心是在主裡面的
而這樣的信心是在主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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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保羅他與信徒所接觸的，
從提摩太回來、告訴他信徒的光景的時候，他知道信徒
基本上是有信心、有愛心、有忍耐、也能夠有盼望的，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這個信心是在主裡面的。
5

在這個地方，保羅他有一個祈願：
三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叫你們愛神 並學基督的忍耐
保羅為信徒的代求，願主引導你們的心、使你們有神的愛，
直接翻譯就是說：
 你進入神的愛、你對神的愛有更深的一層的體會
 學基督的忍耐，意思就是在基督的堅忍裡，
受基督生命中的堅忍所激發，
就像我們的主，祂如何面向各各他而行
這個禱告非常的寶貴，只有在對神的愛有更深的體會之後，
我們才能夠被基督的堅忍所激發、我們才願意委身於主，
在艱難的環境當中不為所屈、仍然願意為主而活。

神的信實，這也是在舊約神學的主題之一，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祂是以便以謝的神，到如今都在幫助我們
 神與撒母耳同在，使撒母耳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他呼召耶利米的時候說，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祂應許先知以賽亞，我口所出的話絕不徒然返回
我們會看到神的信實，神刻意保守祂的話，神的話是安定在天永不動搖的。
傳福音本來就是一場屬靈的爭戰，保羅作福音的使者，但是他後方、他很清楚知道
傳福音本來就是
場屬靈的爭戰 保羅作福音的使者 但是他後方 他很清楚知道 —
需要有禱告的後盾！在此之上有信實的主，藉著聖靈來扭轉人心、
藉著祂所傳的道 藉著主自己那個生命的道 使人能夠明白救恩
藉著祂所傳的道、藉著主自己那個生命的道，使人能夠明白救恩。
有的時候我們會說：這個人很頑固、這個人很難信。弟兄姊妹、雖然很難，
但是我們要信得過：他一定有機會可以得救的，福音不是碰到難的我就不去了…
你不知道下一秒、下一步他會有什麼反應的，上帝常常作一些奇妙的事情，
讓我們看到不可能的、覺得很難的，我們這樣認為的這一些對象，而他們信主了，
當然中間可能需要有很長的代禱
當然中間可能需要有很長的代禱。
有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存著一個堅忍的一個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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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難怪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羅
多後書
激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為在主的愛裡，都是因為我們被主的愛激勵。
所有的、我們所跟著主的腳蹤行，
所有的
我們所跟著主的腳蹤行，
所有的動力，那是因為我們被主的愛得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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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12 保羅就在勸戒那些懶惰的人，

這些閒懶的人，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希臘社會輕看一些體力的、勞動的，
或者說，他們也誤解了兄弟之愛，
更可能，他們誤解了對基督再來的真理，
以為主就快要來了、主來的日子迫在眉睫，
所以索性就放下工作、專心等候不是更好嗎？
但是這樣的做法卻造成了別人的負擔。

三6 弟兄們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
 這個動詞「吩咐」，在原來的意思裡面，是放在 6

一開始的

 他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來吩咐，就可以看出這個嚴肅性

也就是在 帖前五14 告訴我們的那個問題仍然還是存在著的 —
不守規矩的那些人還是在的，在這個地方保羅重提，
然後說要遠離那些不守規矩的人，也就是所謂遊手好閒的人。
這個字「不守規矩」、「遊手好閒」，在這一段出現了有三次，
6、7、11，他們不但是不按規矩行、也是不按著使徒的教訓而行。

「吩咐」在這章裡面也出現了四次，4、6、10、12，保羅反覆地用這些詞。
「吩咐
在這章裡面也出現了四次
保羅反覆地用這些詞
他也反覆地用「遵行」，是軍官給部屬下達命令的意思，
所以不論是對教會裡面忠心的多數信徒
所以不論是對教會裡面忠心的多數信徒、
或者是不忠心的少數人，都在吩咐之列，由此可見，
現在所要講的、保羅所提的，是非常的嚴肅的、嚴重的。

在這一段裡面，保羅他先從負面的角度切進來，
然後他再以他的同工團隊的一個表現、也就是見證，
來做正面的敘述、來作為信徒的榜樣。
為
這些閒懶的人、遊手好閒的人、也就是擾亂帖撒羅尼迦教會的第三種人，
第 類的人就是逼迫者、第二類的人是假教師
第一類的人就是逼迫者、第二類的人是假教師，
教會裡有這些擾亂者，實在是給撒但留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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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開始有一個「因為」，來表達承接前面的這個句子，

保羅他先從負面的角度切入，然後他再用他的同工團隊
來做正面的敘述，作為信徒的榜樣，
當然我們很清楚知道 榜樣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很清楚知道，榜樣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有所看見，我們才能夠有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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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思想，在 林前九 我們看得非常的清楚；在 林後 也多次講到權柄的運用。
 原來使用權柄的目的是為著造就人、不是為著敗壞人，
假的權柄不造就人，不按主的旨意用權柄，當然會敗壞人
 因為主賜權柄是為著造就信徒，一個不明白權柄運用原則的人，
他手裡面如果握有權柄，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
作牧者的必須清楚知道：我們是以僕人身分從神領受權柄、然後靠主智慧來運用權柄，
保羅在 林後 再三地強調：權柄是為著造就人、而不是敗壞人，正是這樣的意思。
再三地強調：權柄是為著造就人、而不是敗壞人，正是這樣的意思

你們自己原知道」這是 個加強的語氣，在帖前有多次出現的這樣的句型。
「你們自己原知道」這是一個加強的語氣，在帖前有多次出現的這樣的句型。
關於保羅他自己、他跟他同工的榜樣，保羅用了兩個例子：
 一方面，他與同工不是閒懶之人，7 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
 另外一方面，8a 他們也未嘗白吃人的飯，當然這並不表示保羅不接受款待，
因為保羅在傳福音的時候他也往往在信徒的家裡，例如：
在腓立比的時候、是呂底亞來接待他，
在腓立比的時候、是呂底亞來接待他
他帶領獄卒信主的時候，獄卒也為他預備了飯食，而且都非常的喜樂。

當保羅從神領受使徒的職分還有權柄的時候，他是常常被基督的愛激勵的，
所以他不但他不會以高姿態來對待人 他更是替基督來求人與神和好
所以他不但他不會以高姿態來對待人，他更是替基督來求人與神和好。

白吃人的飯指的是什麼呢？就是不做工，就是靠別人的供應來養生，保羅不是這樣。
白吃人的飯指的是什麼呢？就是不做工
就是靠別人的供應來養生 保羅不是這樣
8b 他用了一個「倒是」辛苦勞碌，這個「倒是」或「但」，
他前面講到的跟後面講的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保羅解釋他這個動機為什麼要辛苦勞碌，是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9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他繼續地在解釋使徒的權柄，
我這樣做、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我沒有權柄，我不能要求別人來接待我，
不是！而是他願意甘心地放下這個權柄，為著是要作榜樣。

羅一 保羅說他是個欠債者，在傳福音的事上他是一個欠債者。

弟兄姊妹，我們真的是一個欠債者 —
 很多時候在傳福音的事上、我們是一個欠債者
 很多時候在與弟兄姊妹彼此交往的時候，我們也是個欠債者
 我們對不認識主的人我們欠福音的債
11

 我們對認識主的信徒我們欠愛心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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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三 凡事不要以為虧欠，但是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其實 三10 也有一個因為的，保羅也解釋…
因為」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我們曾經勸你們、也告訴你們說，
「因為」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我們曾經勸你們、也告訴你們說，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
 所以使徒在他們當中的時候，不僅有做工的榜樣、也有口頭的教訓
 但是往往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有人他就是不肯聽從，
直到保羅在寫 帖後 的時候，仍然還是教會裡有一些遊手好閒、專管閒事的人
所以保羅就再次很嚴肅地在勸戒，因為他說：我靠主耶穌基督。
他在這個地方是非常嚴肅的一個勸戒：要安靜做工、要吃自己的飯，
意思就是說要自食其力。

凡事不要虧欠人，但彼此相愛你做到了嗎？做完全了嗎？一定沒有的，
凡事不要虧欠人，但彼此相愛你做到了嗎？做完全了嗎？
定沒有的，
所以要常以為虧欠，對信徒而言我們真的欠了愛心債。
然後對神我們欠了榮耀債，羅三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但是信了主以後、就懂得把所有榮耀都歸給神嗎？不一定的，
很多時候我們也竊奪神的榮耀，把榮耀歸給了自己。
你看 對不認識主的人 我們欠了福音債 對弟兄姊妹 我們欠愛心債
你看，對不認識主的人、我們欠了福音債；對弟兄姊妹、我們欠愛心債；
我們有的時候竊奪神的榮耀、我們欠神榮耀債，
那我們還能夠趾高氣昂嗎？還能夠高傲得起來嗎？
我們真的求主給我們一個謙卑的心，好讓我們可以面對所有的一切。
保羅就是能夠領受，他很清楚，他不是以高姿態，反而常常替基督來求人與神和好，
他面對哥林多教會的紛擾，甚至於放下了他靠福音養生的權柄，
他自居卑微、甘心樂意為信徒的靈魂費財費力，這個正是作奴僕領袖，
也就是以作奴僕服事的態度 來承擔領袖的這樣的 個責任
也就是以作奴僕服事的態度、來承擔領袖的這樣的一個責任。
奴僕領袖，甘願放棄權利、捨棄生命、好服事他所帶領的人。

所以在這章保羅教導帖撒羅尼迦信徒的三種模式：
 他將使徒的傳統、以口頭的方式來教導 三6、10
 他作榜樣 三7~9
 他用書信，然後他在信上簽名、防止他人杜撰
可見神的僕人他是如何地善盡其職的在那裡苦苦相勸，
為的是要幫助信徒生命的成長、並且看守神家中的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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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3~15 保羅在勸勉那真的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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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6~18 是一個結語，有祈願、也有問安…

13 一開始其實是說「但你們」，這是一個強調的語氣，
開始其實是說 但你們」，這是 個強調的語氣，

16 是
是一個祈願，這是在這封信的第四次所出現的祈願，
個祈願，這是在這封信的第四次所出現的祈願，

因為前面在警戒不守規矩的人、不做工的人，
所以後面在對象上有一個區隔。
講到你們行善不可喪志，有的就翻成不可灰心。
 縱然有人遊手好閒、濫用別人的愛心，但是對那個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仍然要盡力地扶持他、幫助他，因為這是在神的眼中看為對的事
 如果有人就不聽勸、保羅在善勸；但是有人不聽勸，
保羅就說：你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在個人的層面上留意躲避他們
當然你知道目的不是為著懲罰，而是希望他能夠自覺羞愧、
而且不要把他當作仇人、要勸他如弟兄。
這才是在教會治理上的 貫的立場
這才是在教會治理上的一貫的立場，
 總是以挽回為目的，教會裡面必須要有紀律
 管教的精神卻
管教的精神卻必須是善意的
須是善意的
 管教的目的必須是正面的、有建設性的

第一次 一11~12、第二次 二16~17、第三次 三5，這地方是第四次，
保羅這個祈願是非常非常的美的：
三16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
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但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領受這樣的一個恩典…
但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領受這樣的一個恩典
最後 三17~18 是一個問安，這是保羅寫信的習慣，
他總是似乎是 授的 由書記來代筆
他總是似乎是口授的、由書記來代筆，
然後在結束時他親筆問安，
這個動作 幾乎變成了他的例行公事
這個動作，幾乎變成了他的例行公事：
在羅十六章、林前十六章、加六章、西四章，
在很多書卷的最後，保羅是親筆來問安的，
當然這也可以防範有人冒他的名寫信的困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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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完 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看到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提醒…
首先有關末世論的教導，除了在 帖前 幾乎每
幾乎每一大段結束他都會提到基督再來以外，
大段結束他都會提到基督再來以外，
在 帖後 他面對一個相當不同的處境，因此強調的是末世論的另外一面：
 保羅明言，那些將患難加給帖撒羅尼迦信徒的人，將來必受審判 (帖後一6~10)
 在神藉著耶穌拯救子民、審判敵人的那個日子臨到以先，
必有背道的事、還有不法的人出現 (帖後二章)

謝謝主，
帶領我們查考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後書，
求主讓我們在你的話語當中受教。
在這個末後的世代，
在這 末後
代
活出與你所賞賜的救恩相符合的生活見證，
把 切榮耀都來歸給你；
把一切榮耀都來歸給你；
讓我們憑著信心，忍耐等候你的再來。

他除了在末世論的教導以外，在書信裡面也強調神的道，
他除了在末世論的教導以外
在書信裡面也強調神的道
保羅在書信裡面用不同的形式來提到神的道、福音的信息，
 帖前
帖前一、二
二 講述保羅本身傳福音的動機
講述保羅本身傳福音的動機、方法，神的道仍然還是核心的要旨，
方法 神的道仍然還是核心的要旨
當然，我們必須用信心去接受這個道
 保羅處處鞏固信徒的信心，保羅在寫信的時候、他所面對的信徒群體，
正是在一個敵對還有多元的社會當中，跟我們今天的教會所處的情況所差無幾，
保羅提醒教會遭遇逼迫這是意料中事，唯有扎根在神的道中才能夠得到穩妥
當然最後，保羅這位牧者也活出了如父如母般的牧人的榜樣、風範，鼓勵信徒彼此相愛。
當然最後
保羅這位牧者也活出了如父如母般的牧人的榜樣 風範 鼓勵信徒彼此相愛
在短短的兩封書信裡面，我們可以有豐富的領受。我們感謝主！

禱告感恩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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