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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四1~12 信徒的生活信徒的生活
1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 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
2 你们原晓得 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甚么命令2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甚么命令。
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4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5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 神的外邦人。
6 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7 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8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 神。
9 论到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9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蒙了 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10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
11 又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12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甚么缺乏了。 2

信徒的生活信徒的生活
帖帖只只只只，帖前只保保保保保他与教会间的的的的的，

我们看到保罗的事工，他非常辛劳，他的心思意念全放在羊群的身上；

更多看到保罗的生命 个美善生命的彰 事奉的确是在传递生命更多看到保罗的生命，那个美善生命的彰显。事奉的确是在传递生命！

四1-12保保保保信徒彼彼彼彼的教会生活，

在生活伦理上加以劝勉在生活伦理上加以劝勉

保罗为他们有信心、爱心、好见证来感谢神，

他们把福音传出去，甚至于传到了各处

但但但但但但人人人人人人保，但但但但信信人人信信信信保。

所所，还还只还信的的还还还还还，当主还主只主主时，

仍然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学习 来面对仍然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学习，来面对。

二12基督徒的生活要对得起神。
四1基督徒的生活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使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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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督徒的生活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使徒的教训。

保保保保保保：既既知所当行，还还更加勉励。

「更加勉励」在四10讲讲彼彼彼彼但这这的时这这主这这这。

新译本翻译成「更进一步」新译本翻译成「更进一步」。

保保保教教的信信，这事事保保还还初信初，

保罗不单是教导他们救恩的真理，

也教导他们生活的伦理，

因因新新的人应应还只新新新所所但的新生活。

四1 8让让保让讲信信还要 要圣圣 讨主讨讨的新的四1~8让让保让讲信信还要的要圣圣、讨主讨讨的新的。

腓前13、14 弟弟保，让但还所因自自人人自自保；

让只只的这这，人还忘忘忘忘，

努努面帖的，向自标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但这天路朝向标标标标的道还，

但还慢慢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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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慢慢还的

是要有目标、有动力，并且是一直往前行的。



四1~2 保罗告诉他们要谨守教训，因为这是使徒的教训，
而使徒的教训是从主而来的。保保在字字字字总还尊主为大而使徒的教训是从主而来的。保保在字字字字总还尊主为大…

四1让保靠自主靠靠；四2凭自主靠靠。

保罗尊主为大，因为使徒的教训是由主耶稣而来的。

保向弟弟他他他他他？

四1让「求」你们，我「劝」你们；四2我传给你们。

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曾曾曾保保言言言言、气气但气，这事事

我们不知道保罗外观长得如何？

保罗的言语绝对不粗俗 你常常会看到他睿智的话语保罗的言语绝对不粗俗，你常常会看到他睿智的话语

让保他保还学初，但还保但还的要性情中人，所所保只所所的真情告白，

例例「让保人的保、让保人的要主保」但这的这，

完全不加掩饰地表达他心中的快乐与感恩。

虽既保保还还虽虽保作主仆人的的的，但还但因自但但但但保信信的彼，

但他这还的生活规章保人还他他保保 用保用用谦卑的这

5

但他这还的生活规章保人还他他保保，用保用用谦卑的这：

我求你、我劝你，你要听、你要知所当行，讨神的喜悦。

信仰当当的还所这当信大大大道保，还还还主讲还？

还还主讲！让保事在还还常常被提醒。还还主讲！让保事在还还常常被提醒。

你说读经、祷告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但这么普通的事，需要在讲台上一直讲吗？

弟弟他他，让保还我还还还用用常常常。人就打打打打要基本功，

读经、祷告、探访、事奉，这也是基督徒的基本功，需要常常去操练；

因为我们明知很重要 但不 定真能脚踏实地把它行出来因为我们明知很重要，但不一定真能脚踏实地把它行出来。

在但字，保保常常保保他：你知道了，但还但还要要行出来。

保保但还主只字，因因四1b 「照但保这在所字的」，但但保保人人在字。保保但还主只字 因因四1b 照但保这在所字的」 但但保保人人在字

但是，神的仆人对他们的一个盼望是：我希望你能再进一步，要更加勉励。

让保人还常常自自保，基基信但基还还虽谨知而不行；

另一方面，基督徒也要谨防自以为是，

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属灵生命就有危机了。

所所保保在 林帖林 讲保所讲讲人倒倒倒倒的的因的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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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保保在 林帖林 讲保所讲讲人倒倒倒倒的的因的忘，

林帖林12 所所，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四2 你们原知道，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甚么命令。
保罗再次提醒读者的记忆 意思是再次提醒 免得忘记保罗再次提醒读者的记忆，意思是再次提醒，免得忘记。

「你们原知道」这这在的5，二1、2、5、11，前3、4。

虽既保保知道，但还保保但还保保保保：

但大道保，但你字保，

这在让求但、让我但再进一步，

因为神的真理必须要我们反复不断的去实践因为神的真理必须要我们反复不断的去实践

服事主，就是更多经历主的恩典，

但也会面对许多的试探

诗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相信每一个服事主的人，都应该要有戒慎恐惧的心态，

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反而知道自己有许多的不足。

但这窄路但教不还不不，要还不还不越，所以以人临渊履薄。

有谁敢为自己打包票：我永远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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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敢为自己打包票：我永远不跌倒？

有谁敢大言不惭的说：我永远是站在属灵的高峰？

当既，弟弟他他，让保的属灵生命但教戏剧化的—
今天在高峰 明天掉到低谷 属灵的光景不会这么戏剧化今天在高峰，明天掉到低谷，属灵的光景不会这么戏剧化，

让保只高高的时这，让保你只低低的时这，

但但还但他但但的、戏戏戏的事戏戏主，但当字只过程。

如果我们在过程中不留意、不小心，

什么时候落掉下去了，自己都不知道。

但不让保还在高高还还在低低，大还大道主永远是可信靠的；但不让保还在高高还还在低低，大还大道主永远是可信靠的；

但不属属属属例如，让保大我我还讲主的面帖求怜悯、求恩典。

哪怕真的是举步维艰，甚至于软弱、跌倒，

求主保守给我们一个心志：爬也要爬到主面前，

不要永远作软弱的信徒。

例如让保大道但这这奉的道还还例如如如、例如薄薄，只所所的挑挑；

让保的心思意念用用求主属照，让圣属主来来、主保虽让保。

保罗的提醒是多次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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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提醒是多次的提醒

圣灵在你我心中的提醒绝对是常常、多次的提醒



四3~8 这重在圣洁，但在四8「打赐圣属给但保的但」，主来来忘的结语。

保罗在哥林多宣教的初期 写帖撒罗尼迦前书 哥林多城有一个爱情庙保罗在哥林多宣教的初期，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城有一个爱情庙，

这个庙里面最多的时候有上千名庙妓，供人作淫乱的朝拜。

所所当希希人他：「你想作哥林多人啊？」

意意人还：你要过着灯红酒绿的淫乱生活吗？

当时的异教社会对性关系的态度是非常随便的

布鲁斯 狄摩西尼学初布鲁斯引用当时雅雅来最信的最最大狄摩西尼的这：

「一个男人可以拥有情妇，情妇同时可以作他的知识伴侣，

在社会奴隶制度下男人可以轻易地坐拥妻妾在社会奴隶制度下男人可以轻易地坐拥妻妾，

妓女则满足他漫不经心的情欲，

妻子的功能就是管理家务，是孩子合法的母亲。」

但还当时在雅雅来最信的最最大留戏主的忘留。

保保在哥林所写帖帖但这信，帖帖保帖帖的信信面保但这的面面，

保保的他还分别为圣 讨神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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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的他还分别为圣，讨神喜悦。

所以，这里讲「讨主喜悦、行神旨意」，特别是强调信徒在生活上的圣洁。

感感主，让保所敬敬的但，让保所信靠的主，保但他提升让保的道德层次。

当主说他是光 他就叫我们行在光中；当我们了解神是爱 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当主说他是光，他就叫我们行在光中；当我们了解神是爱，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当我们明白神是圣洁，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但还，保的打的敬拜就的，敬的拜这还的标一戏一的，

从人到走兽、到飞禽、到昆虫，看到什么就拜什么。

但还事上还但他常提让保的属、让保的新新，

但他常提让保的道道，但还让保所敬的真神。但他常提让保的道道，但还让保所敬的真神。

利林的45让还要但保但埃埃埃但这主的耶和华，
要作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要作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彼前一15~16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假例哥林所打要那那、或在希希打要那教，打的人的意思还放纵情欲的，

讲的还初初的教教；打他今今的属属还是是要当初是？当既但还！

今天人们的思想 对于性的犯滥 对男女关系的随便 不圣洁

10

今天人们的思想，对于性的犯滥，对男女关系的随便、不圣洁，

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让保让社会新闻，只的人这的人人，但教让讲你这但你的当你，

例如孩孩戏孩孩的这，还让父父还父父的。来最基的例孩：例如孩孩戏孩孩的这，还让父父还父父的。来最基的例孩：

我们常讲出轨的办公室恋情，冠上好听的名词，是红粉知己、青山之交，

都不能掩盖破坏别人家庭的事实；

基基信面保但这的试探，其事你还还所。

当让保他婚姻是一种艺术的时这，的他让讲只还所的但很很；

但是 能因为维护婚姻的 容易 我们就算了 就放在 边但是不能因为维护婚姻的不容易，我们就算了，就放在一边。

一花一草，你不浇水，你不呵护它，它是没有办法欣欣向荣的。

在但这的要当面当当、在婚婚的婚婚字面，圣洁还如是的这还。在但这 要当面当当 在婚婚的婚婚字面 圣洁还如是的这还

道德上的纯洁，当既但还圣圣的全部，但要但还其当的要用用这还的非非。

四3~4但的神意人还还但保信因圣洁，远避淫行；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身体」但要字的的主意意还器皿，例例：

主曾经对亚拿尼亚说 保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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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曾经对亚拿尼亚说，保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

妻子是比丈夫软弱的器皿；人若自洁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守着自己的身体」只有有有有，

它的原意比较接近「取得 获得」 把器皿比作妻子它的原意比较接近「取得、获得」，把器皿比作妻子，

取得自己的妻子，守着就是你取得、你得着。

取自自自的取孩，只贬低婚姻的意意，

人还要妻子的的还功功他信满足丈夫的还求

 就直接这样说：守着自己的身体。

例如让保要要当来还写给全教会 包包所只基的跟人婚的男男的这例如让保要要当来还写给全教会，包包所只基的跟人婚的男男的这，

只的学初人有信标有有因「守着自己的身体」。

解释的困难度在于：如果「守着」是「得着、获得、取得」的意思，

那么取得自己原有的身体，就不太能解释得通

可还，但让上下文理或让但或或的写作对象，还所只信信的这，

你所让保人照自和合本「虽自自自的的守」，其事还主只的的的；

还保虽自自的的守在圣洁尊贵的属属当当，人还不放纵情欲。

如果我们要讲圣洁真理 不能把全部箭头指向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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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讲圣洁真理，不能把全部箭头指向外邦人，

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需要被提醒，需要去教导。



林帖林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淫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唯有淫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所帖在团团字里男女交友之道，用用还保保大专组的的的，

现在对国中生也要教他们怎样交朋友，

不是鼓励他们去交男女朋友，而是提醒他们要防范的事。

这在教人的保现的年拜还不主不低，因为他？

因因保保面保面所的引诱 面所自以为是的的的的的因因保保面保面所的引诱，面所自以为是的的的的的。

今今还犯犯但还还但戏信不不不，坐在电脑帖人教面保所所的引许，

色情网站在的要在在在在戏戏，人这这在但面帖。色情网站在 要在在在在戏戏 人这这在但面帖

如何保守我们的圣洁？从心思意念到眼目、到手足、到身体，

思想是从看、听而来；我看甚么、听甚么，就变成我的思想。

让保还我我让保的的孩人还圣属的我：

隐藏的事别人不知道，但主会伤心，圣灵会担忧。
要求圣洁不是只有对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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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圣洁不是只有对弟兄姊妹，

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也产生在神仆人的家里。

四6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这一类的事」 或者说淫乱的事 主必报应 这 类的事」，或者说淫乱的事，主必报应

「欺负」的意思，就是占谁的便宜。

在但字还他：但因自还满满自自人戏欺欺欺人，占人的占占；

新新新标有讲：占弟弟的占占。…
「弟兄」，按广义讲，可以指信徒，也可以指非信徒，

意思就是他的邻舍意思就是他的邻舍。

按狭义讲，保罗其实是关心信徒的圣洁

但不信信的不拜犯但这淫乱的罪，占保弟弟的占占。

圣洁但这这的他还用用这还。

不只是婚姻生活要圣洁，

婚前的性行为仍然是得罪神。

来十三4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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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苟合」还婚帖性字因，「行淫」还婚婚性字因。苟苟苟字苟的人，但我还神神。

四8例如但保但不的这，弃绝的不是人、

不是我保罗对你们苦心的劝勉不是我保罗对你们苦心的劝勉，
弃绝的是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但要他孩还是只重信这？

信只 亚亚帖亚苟帖用撒这这，彼自人曾人他：

但但还欺你人，还欺哄神了。
加六7不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加六7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

所所让保既既蒙蒙，行事为人人还不蒙召的恩彼相。所所让保既既蒙蒙 行事为人人还不蒙召的恩彼相

在今今但要价价的价价、黑黑但的的的初，

基督徒如果没有办法活出一道清流，

他如何能够让人羡慕作神的儿女？

例如让保但今今要自自奉献给主、求主保守，

如果我们还自以为站立得稳

15

如果我们还自以为站立得稳，

什么时候跌倒软弱还不自知，那是多么可怕的事！

四3但的神意人还还但保信因圣洁，远避淫行；
四7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四7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但属只还在情欲但这这事圣圣，

在心思意念上讨主喜悦、合神心意、分别为圣，

但的大还在圣洁的的的当当。

只还在但还人只比比比比的还

「让我们不沾染污秽 让我们成为圣洁」的部分「让我们不沾染污秽，让我们成为圣洁」的部分。

回应讲第四只的的的的，保保他：让我但保、让求但保，

但保但还但大道，但保你但还主只字，但保但还但大道 但保你但还主只字

但还让但但但保可所更加勉励，我盼望你们可以更进一步。

既忘人讲讲圣圣的但这这当，让保让讲保保用的还神旨意，

四3「所所但的神意还他他让保」，

神的旨意让保但功我他让思我、让但思来，但还但这。

既然是神着旨意 求主帮助我们

16

既然是神着旨意，求主帮助我们，

是认认真真的去明白它、并且遵行它。



四9~12但基只「兄弟相爱」、你还也也我「安静人」。

四9的的的讲讲「论到 ，但要「论讲 让保你还信这，四9 的的讲讲「论到」，但要「论讲」让保你还信这，

因为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时候，

林帖林 一开始他就提到「论到」

但这地方，基本上应该不是教会写了什么信给保罗，

然后又提了很多问题，要保罗在这里回答；

因因让保因自保保还因因常提面回主的口头报告因因让保因自保保还因因常提面回主的口头报告，

没有还很所很因所但保保在彼还答复教会问题
但是提摩太的口头报告，却让保罗感觉到他必须再次的教导和劝勉。

四9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兄弟之爱」，在保保或信字面，除保但要埃除，

另婚在保林二10、还只其保人或大只。

保罗再次用「你们自己」保罗再次用「你们自己」，

强调他们在「彼此相爱」这件事上的了解与实践。
17

四10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
你们已经做了、已经在行，但我要劝你们，再进一步。你们已经做了、已经在行，但我要劝你们，再进 步。
有谁敢说我已经完全行出了彼此相爱的真理呢？没有的！

只时教有自神的标准是就还高，让保来但讲，保你但教因让保他低的重标他

约林只靠靠他：「但保还彼彼彼彼，就我爱你们一样。」还彼此相爱让保大道，

但彼彼彼彼还讲像主爱我们但这，但要还这，让保我但要标他还我。

保林前8凡这大但可都都人，唯只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保林前8凡这大但可都都人，唯只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还让保彼此相爱，就保彼让保的这；还让保彼此接纳、就保有像让保的这…

感谢神，他虽然没有为我们降低他的标准，但是他却加给我们力量，
步让我们可以更加勉励，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只时你所但有自但人人来保，但这事事保除认因还但我、还主只。

我们就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而不是去讲理我们就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去讲理。
有的时候我们讲理太多，讲爱太少，活出爱更少，基本上你就去作。

例如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打保保在但埃除讲的让保人但保有：

你们已经做了，你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你更进一步，
因因只还所的这当让保大可所让要更提升，让要更往前走。 18

为别人改变自己，事在实这，可功让保可意，但还但还打他功我信不，

为什么我愿意改变 你不改变呢？你不改变 我想改变的心也会比较减退了为什么我愿意改变、你不改变呢？你不改变、我想改变的心也会比较减退了。

例如让保可意为主而改变，打要动努应应还还比的、还很不的，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就愿意为主来改变，

就愿意在主的恩典、教导、扶持当中，来更新自己。

爱人还还只字动、还使保除自使保，爱还还还只有意的但有，

当我们衡量在对人的时候 态度常常的确会有出入的当我们衡量在对人的时候、态度常常的确会有出入的。

求主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再往前走一步。

四11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四11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
但还前要平字平，前平彼三，面面彼环。

「立志」只竭力的意意，「竭努」的主「来作作人」，

好像不太容易，也有译本把它翻译成「立志过安静的生活」

在彼还跟专管闲事彼保的，

因为在教会里有一些人就是不作工 专管闲事因为在教会里有一些人就是不作工、专管闲事，

保罗就提醒他们要立志做安静人
19

腓二4 「你人但还基不自自的这，你还顾别人的事」；

帖帖四「但还也也我作作人、办自己的事」。帖帖四 但还也也我作作人、办自己的事」。

只时人只在字面事是就只字字，但但但但但，其事还不冲突的。

「办自己的事」，意思是说：你不要去干扰别人

「但单顾自己的事、你还顾别人的事」，

意思就是：你要为别人的利益来着想

在希希那教字 保保还轻让轻努的轻来 认因轻努的轻来人还奴隶的轻来；在希希那教字，保保还轻让轻努的轻来，认因轻努的轻来人还奴隶的轻来；

例如还自由人，保还但我但这这的这的。

保罗在这个地方纠正这样的观念，

因为耶稣就是出自于木匠的家庭，保罗也辛苦劳碌昼夜作工。

但这的常常还他：立志作安静人，我不专管闲事，我要安静，来亲近主；
我要来好好的守住自己、尽自己的本份，亲手作工。

四12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甚么缺乏了。
你就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了 你行事端正 就可以得着人的尊敬了你就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了，你行事端正，就可以得着人的尊敬了。

保保的常常还用用的生活化！
20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

能够活出圣洁生活的见证能够活出圣洁生活的见证。

求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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