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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2~28
劝勉与教导劝勉与教导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2 28

12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戒你们的；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13 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14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15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16 要常常喜乐，
17 不住地祷告，
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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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2~28
劝勉与教导劝勉与教导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2 28

19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20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20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21 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22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23 愿赐平安的 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24 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24 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25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26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
27 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28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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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这这基基基基基与个个真真真教会生活：

与牧者 同工 肢体间生命的互动与牧者、同工、肢体间生命的互动。

保保保四1~12已已原原原真劝勉，

告诉我们要谨守教训、生活圣洁、有兄弟之爱。
保在在在尾尾，保保保格言式真的的，再再再再再再－

这这保保常保真常常，

保罗罗17 20；林林罗罗15 18 也这也在保罗罗17~20；林林罗罗15~18，也这也在。

五12~28保保再再保保保保在在在在，等等等真再等。五 保保再再保保保保在在在在 等等等真再等

五12~13已在真再再，这个在真再再这这敬重牧者：

「弟弟保，保保再我保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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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12保用个复数的定冠词，带带三个现在分词，这这劳劳、治理、再劝，

所以你看到是同一种人 就是这班牧者所以你看到是同 种人，就是这班牧者。

牧牧在在保在基在中劳劳劳劳，以基基真原原、也这这在主里面治理、再劝，

因此保罗说要格外尊重他们，如同 提林五17「那善善善理再善真善善，

当以当配受受受真受劳；那劳劳劳劳再再个真，更当如此。」
v.13保在爱「格外」尊尊尊保，不这不当牧者真的的的的，

而这尊保所做之工 像像个真劳劳。而这尊保所做之工－像像个真劳劳。

保保我我：要多为牧者祷告，牧者在圣洁的部分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要做榜样。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牧者都是非常尽忠，在为神所交付的工作尽心竭力。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牧者都是非常尽忠，在为神所交付的 作尽 竭力。

牧牧跟在基真的的的常尊保，求等保求保保

永永这保爱的关系当在我保保真再善在在。

我们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当然就会愿意听他所讲的道，就会愿意接纳他讲的

往往我们不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就连他讲的东西也听不进去

求等求求保保，保保这真爱真真真、而而这保

5

求等求求保保，保保这真爱真真真、而而这保

在爱爱爱尊重、接纳保保真牧者，这就就尊就受神真再神。

等罗三 我讲敬爱领袖真的等，作牧这保作作作真作作：

7就林从再我保、劳神传劳给我保真个，我保保想念他们(已作已已真牧牧)，7就林从再我保 劳神传劳给我保真个 我保保想念他们(已作已已真牧牧)
效效尊保真在爱，留爱看尊保当个真为为。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果效。

17 对现保从再保保真牧牧：我保保依就那那从再我保真，而保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牧者盼盼盼盼真带就、盼盼真自作，保在基真的的已好的果效—牧者盼盼盼盼真带就 盼盼真 作 保在基真的的已好的果效

信徒的灵性光景，能够稳固、能够兴盛。

帖林五 不不这对牧者真受尊，还已这这已信徒需保需劳真劳…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v.13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这个这保保对在基真用个再再，

保保保再再再善真理当在，这用这这的常尊保真：

一个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的教会，一定能够经历到神同在的祝福个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的教会， 定能够经历到神同在的祝福
教会里面争争吵吵，福音怎么能够传得出去呢？别人如何会羡慕作个基督徒呢？
再善教教不当个、不当劳这因真因因争争不争，不善给给给留的给，

这因内耗真这因真 个为的善这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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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因内耗真这因真用个为的善这的的的？

带来的当然就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这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

帖林五14~22可以可这信徒须知真三的的，这个的效这这这这用个

命命的命真动词、带用个受格或牧这用个副词。命命的命真动词 带 个受格或牧这 个副词
14包包包四四牧者的劝勉；16~18神对尊属属属属真生活的旨意；

19~22的善先需原劳劳真五项劝勉。这样的形式在新旧约都可以看到。

14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看讲这因真再再，保保需劳我我保有爱，我保已在有有有有：看讲这因真再再，保保需劳我我保有爱，我保已在有有有有：

你要先有一个彼此之间爱的关系，才能够进行警戒、才能够真心地去勉励、扶助、
也才能够忍得下去。

对不守规矩的人保保需保警劝，

这样的人他不理会使徒的教训，也不理会、没有看到牧者的榜样，好像是没有看到，

因为牧者是劳碌 昼夜地做工 不只是他们对牧者来警戒他们无所谓因为牧者是劳碌、昼夜地做工。不只是他们对牧者来警戒他们无所谓
这样的人你就要去警戒他、不只是牧者来警戒，

肢体彼此也可以在爱里进行这样的一个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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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个看讲我劳劳劳劳劳劳劳自，给这尊的的自也不劳，

尊他而保那教成当别人的负担，这个这不这。

保保也保保提醒这那个：尊保不理善使徒真再神，

四11保立立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四11保立立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
他们不愿意这样作，所以要警戒这些不守规矩的人。

教会应当讲爱，但依然要有惩戒。

林林五有很强烈的惩戒，保罗说对那经劝诫却执意不悔改的人，
可以把他赶出教会，把他交给撒但。

目的不是叫他永远灭亡 而是用此惩戒让他可以悔改 好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目的不是叫他永远灭亡，而是用此惩戒让他可以悔改，好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

再善真惩戒，这就这这的这就真赶出教会，

依然还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将人挽回。

基五保保看讲再善已亚拿尼亚跟撒非拉真劳的。

当他们因为欺哄圣灵、倒下之后，教会就兴旺起来。
今天的教会是比当时更圣洁吗？是比初代教会更完全吗？

当然不是！我们只能说主的怜悯好像更大过先前

保保我需劳等真主主，这保等等保保悔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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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我需劳等真主主，这保等等保保悔悔，

我们就不能够把这样的恩典，当作任意犯罪的借口



14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
这也保保保尊保当在在劳真。这也保保保尊保当在在劳真。

当保保教对面面、挫挫真的等，总这善灰心真；

那时需要有阳光进到我们的心里来，有人来陪伴我们，

有人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人为我们祷告。

勉励灰心的人，这保保每用个个每可以作真。

弟 劝 扶助软弱的人14保保我再弟弟保，保警劝不求警警真个，再勉勉爱真个，扶助软弱的人…
保保这信心面面真。

保罗四1在爱面面真我保保接纳；保罗五1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保罗四1在爱面面真我保保接纳；保罗五1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已有有可保保善永永永这的？

今天你去扶助别人，有一天我们也会接受别人的安慰还有扶持。

14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按按的按作理等我 这个「众人 应应这应教会内的人

9

按按的按作理等我，这个「众人」应应这应教会内的人，

因为保罗在对信徒说这些话。当然，你还是可以扩大范围到其他。

保 雅用 告告保保，忍耐这信心作我经经真为的。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故意的挑衅 很可能会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故意的挑衅，很可能会把

里面的老我、情绪给激发出来，

忍耐这圣灵在为真的所，已在有就够够。

圣灵保保保教教在给保保力量，保保有就够学学

林林罗三 在这恒恒真忍耐、爱是凡事忍耐。

保在作教教在提真忍耐 常常应真也这坚忍保在作教教在提真忍耐，常常应真也这坚忍，

也这这遇遇遇遇，不不不、站站站给继继继林继。

因此雅各也告诉我们—忍耐也当成功！因此雅各也告诉我们 忍耐也当成功！

使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当保保当当讲当保保当当讲

神是有丰盛的慈爱，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

因此我们可以常常到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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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求能够坚忍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五15不要以恶报恶，跟 保罗罗17这用因真。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生命的提醒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生命的提醒，

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来运用的，

这也这耶稣对对基真再神，保太五可以看讲。

这因真这这也可以这这讲旧约，例也可：

箴箴五21~22我真仇仇我仇作，这给尊给给，

我若作 这给尊给给我若作，这给尊给给，

不当，我这因有，这这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在以我所现保保罗书信当在，常常带现在基保在命当在，

不不需保追求的项目，例也可：良善、爱、公义、敬虔、

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信德、仁爱、和平、

和睦、圣洁…，已有有这这，

这这保保保走走走真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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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保保保走走走真的等，

保保这用在保保每需保追求成长真。

信徒须知真第罗个的第 五16~18这神对尊属属属灵生活的真旨意：

保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保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在作在已中这中很很告告保保这神神真真作作，也：

四3神真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有的时候我们求问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并不是那么难求的，

当我们熟读圣经 就会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熟读圣经，就会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当当已用那求因这的善我个人真，我保你你的真你你、我真对你、我真自作、

我林教真劳走，保保依当可以保的可教林好好地祷告，我林教真劳走 保保依当可以保的可教林好好地祷告
神依当善按包尊真爱真把启示放保保保教教。

当然，因为前提是我们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行、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

我们有这样的心志，我们求问神的心意，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对善那那作常带现保作作当在真神真神真，保保不就把不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仅去求一些很缥缈的 自以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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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仅去求一些很缥缈的、自以为的，

然后把那个当作神的旨意，那就是常常会出问题的



还已喜乐，喜喜这基基基在命真保生，没已个没真与用走讲没愁愁劳愁真个保用在。

喜喜也这在属在为真果子 (受五22)，喜喜也这在属在为真果子 (受五22)，
他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 (腓四4)，

不保不不保保不腓立比书真的等，尊他保保罗这被面被被继盼这真的等。

因为神国度所在乎的，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所以常常喜乐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定的旨意。

当当保保需劳我保喜喜 不当喜喜真喜的 喜喜真动动这从神而来当当保保需劳我保喜喜，不当喜喜真喜的、喜喜真动动这从神而来，

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困难，但我们必须靠主的恩典，

我们从里面、从心灵深处，依然可以在困难当中涌现出真实的喜乐，我们从里面、从 灵深处，依然可以在困难当中涌现出真实的喜乐，

当当，最大的喜乐还是得着救恩。

不住地祷告这保是劳的与等与与真用的操操，

神真属属需保保祷告的这受操练，

耶稣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保罗勉励罗马教会的信徒 祷告要恒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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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勉励罗马教会的信徒，祷告要恒切，

他自己更是在祷告上成为信徒的好榜样

感谢这这跟包祷告紧紧紧紧真，感感也这神真属属真用个特权、当当也这祝福，

保用21尊保他当需劳神，却不当作神不不尊、也不感感尊。保 21尊保他当需劳神，却不当作神不不尊、也不感感尊。

不不不神真个、尊保没已没效就够感感神真；

给这当我越不不真理、我越基善感谢真尊保，

因为恩上加恩、更多的感谢带来神更多的恩典，

让我们明白，所有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献上感谢这是我们理所该当。

凡事谢恩 也需保操练 不当保保中很很不不神真主主凡事谢恩，也需保操练，不当保保中很很不不神真主主，

西四2我保保恒恒祷告、保在儆儆感主。

那个真当这可：我保祷告真的等保的包感恩真爱、儆醒，那个真当这可 我保祷告真的等保的包感恩真爱 儆醒
祷告要儆醒，存着感恩的心、儆醒。

已用那保保以当这稀稀稀常真劳，其真保保需劳保保更应应保感主，

有的时候我们在许多的恩典当中，

忘记数算恩典，以为那个就是自然而来的；

其真不这 当保保细细的细就神真主主 保保善更我的献的感感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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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不这，当保保细细的细就神真主主，保保善更我的献的感感真爱。

凡事谢恩当然也是需要操练的。

还已「属灵的分辨」保要真。五19「不保销销在属真感动。」

原作教没已「的感动」，这这「不要销灭圣灵」。原作教没已 的感动」，这这 不要销灭圣灵」。

这这用个现在命令的语，在以这一定要听，一定要做的。

不是说保罗晓得他们常常在销灭圣灵，所以就命令：

你们现在不准销灭圣灵！不是这样的！这不这用个的常很很真正面提醒。

在爱，可就在基当的高举其尊真主在，而轻忽作先需就在属就受真再再，

所以保罗接下去 也是用 个命令的语词 特别提醒他们所以保罗接下去，也是用一个命令的语词，特别提醒他们，

五20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保林林罗四1将先知说预言，翻翻成先知讲道。

我他当不不不先知的讲论，我他当不不不先知的讲论，

五21仍当还这保凡事察验的，因为慎思明辨是我们该作的事。
讲台上所讲的如果很清楚有圣灵的根据，我们当然应该说阿们
如果是讲员个人的经历，那讲员就不可以说：弟兄姊妹，我是这么经历的，

你们照着我的方法作就对了。那是他的经历，可以作参考，不一定依样画葫芦

的可这这的真上上啊！不这不已 个常效 的劳一这可以就就在已 按照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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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这这的真上上啊！不这不已用个常效、用的劳一这可以就就在已，按照照照；

至善先知的话语，你也要察验。

谨慎地察验这的常尊保真劳，不当保经经教教我可以看带真紧，

你要有属灵的洞见 熟悉神的话 倚靠神的灵你要有属灵的洞见、熟悉神的话、倚靠神的灵。

申罗三1~4试验假先知的原则：先知口中所说的虽然应验，
但是如果他目的要把你引诱去随从别神、你当然不能够听从他。

保这在在真为尾，保保已用个祈愿、也这最不真问安，

五23没在稀已真神与盼愿我保照当成在，我没我保真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新译本：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
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又愿你们整个人 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摘。
保保保这教不这第分个真分生—用二分法，身体、灵魂；

或者三分法，灵、魂、体，他不是分析人的本质

是迫切地为信徒祈求，祈求他们全人都能够得蒙保守

保这用在真希希作教教，不不这动词、或牧形容词真这个的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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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这 在真希希作教教，不不这动词、或牧形容词真这个的个真，

其真不每这单数，保保可以看遇我当尊这这真这人的整体性。



五24那召我保真分这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这个这最不真为不。这个这最不真为不。

弟弟弟弟：

我们所信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使人成圣的神、

保守他儿女的神、呼召我们的神，

弟弟弟弟，保保在在真神这信实的神。

保保我我我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当不已虽虽真五章，

给这保保看讲教教—给这保保看讲教教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涵

有清楚的圣经的真理

也有非常清楚的信徒相交之道

当保保仔细我我以不，

紧在保保每就够就其在得着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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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在保保每就够就其在得着益处。

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你话语当中领受教训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能够以一个受教者的心，

我们可以不单明白、领受，我们可以不单明白、领受，
并且我们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践。

赞美你 我们把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
因为是你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可以来看你自己的话、

可以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可以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这样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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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耶稣基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