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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綱要

一、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動機(1~2節)：

1.討神的喜悅(1節)

2.遵守主的命令(2節)

二、基督徒行事為人的三原則(3~12節)：

1.要成為聖潔(3~8節)

2.要彼此相愛(9~10節)

3.要親手作工，向外人行事端正(11~12節)

三、基督徒對於將來所該有的基本認識(13~18節)：

1.死後還要復活(13~14節)

2.主的再來和信徒被提(15~18節)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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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靠著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靠著主耶
穌』原文是『在主耶穌裏面』，1)意指他的勸勉不
是出於他自己，乃是出於主耶穌，並且惟有在主耶
穌裏面的勸勉才會使人有所改變。2)『求』和『勸』
兩個字的用詞，表明了保羅既謙卑又懇切的態度。

• 保羅讓我們看到對別人的勸告，應當謙卑地看自己
是不配的，惟有靠主才有資格說話。

• 「你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這話表明以下的勸
勉乃是根據他已往的教導，進一步有所補充和追加。

• 「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行』指一個
人在生活上的行為；這裏表明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動
機，不是為著滿足自己，乃是為著討神的喜悅。

• 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有著不可分開的關係；真理若
不付諸實行，便是空洞的道理，沒有實際的價值。



4:2 你們原曉
得我們憑主
耶穌傳給你
們甚麼命令。

4:3 神的旨
意就是要你
們成為聖潔、
遠避淫行．

• 「你們原曉得」：保羅再一次提醒他們回想過
去他所給予他們的教導。

• 「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指保羅的教導是
以主耶穌的權柄(或權威)為基礎。

• 所有的教訓，都應當憑主耶穌傳給別人，千萬
不可自作主張，把自己的意思當作主的意思。
保羅說：『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甚麼
都不敢提』(羅十五18)。

•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神的旨
意』指神所喜悅的心意。『成為聖潔』按原文
意指從世俗中分別出來，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當時羅馬帝國的性道德觀念非常低落，異教徒
鼓勵藉性事以崇拜異教神明。



4:4 要你們
各人曉得怎樣
用聖潔尊貴、
守著自己的身
體．

4:5 不放縱
私慾的邪情、
像那不認識
神的外邦人．

• 『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聖潔重在
指神面前的光景，尊貴重在指人面前的地位；信
徒的身體如果有淫行，就在神面前污穢不潔，在
人面前卑賤不堪。 『身體』原文是器皿，信徒的
身子是用來承受寶貝的器皿(林後四7)，總要脫離
不潔、卑賤的事，才能作貴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提後二21)。

• 基督徒運用自己身體的方法，就是把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羅十二1)。

• 『私慾』的原文含義是一種主動且超乎正常的激
烈慾念。 本來神造人， 賦與人身體內各種正常的
慾望和本能，如食慾與性慾，是為了人類正常的
生長和繁衍。但若不受控制的情慾，就成了『私
慾的邪情』為神所憎惡、厭棄。

• 世風日落，信徒生活在這樣邪惡敗壞的社會中，
決不可隨波逐流，而應顯出與世人有所不同的風
格與見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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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分」越過界限，出了軌，跨出步外；「欺
負」損害，佔便宜。 「欺負他的弟兄」：淫行
不僅得罪神，也得罪人， 因為除了傷害當事人
之外，還會傷害到配偶或未婚夫妻(包括自己的
和對方的)。

• 「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這一類的
事』指越分欺負弟兄的事；『主必報應』指主
必然審判犯淫行者，給與當得的懲治。 主的報
應，有時發生在人還活著的時候，例如大衛王
因犯姦淫而得神的報應(撒下十二11~14)，又如
許多人得性病、愛滋病，或離婚、身敗名裂。
也有時須等到人死後才執行， 在主的審判台前
為自己的行為交賬。

• 在性的關係上持放鬆的態度，就容易踰越規矩，
不但得罪神，且也會傷害別人。



4:7 神召
我們、本不是要
我們沾染污穢、
乃是要我們成為
聖潔。

4:8 所以那
棄絕的、不是棄
絕人、乃是棄絕
那賜聖靈給你們
的 神。

• 『沾染污穢』指行淫的後果，是得罪了自己的
身子(林前六18)，使自己的身子不潔。 『成為
聖潔』與『沾染污穢』是兩個完全對立的詞。
信徒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聖潔，因為那召我們
的是聖潔的(彼前一15~16)。

• 基督徒是神所分別出來歸於祂自己的人，所以
他們已經是『聖徒』了；但從另一方面的意義
來說，他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將此種成聖的
身分表彰出來。

• 『棄絕』意指『拒絕』那要我們成為聖潔的命
令。 「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 聖靈
在我們的裏面感動運行，其主要的工作就是使
我們成聖。

• 順從聖靈是信徒能過聖潔生活的要訣(羅八6，
13~14)；我們若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
的情慾了(加五1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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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兄們相愛』在原文只有一個字(philadelphia)，
此字原指同一位父親所生兒女們之間的愛，新
約聖經轉用來指同一位父神所生兒女們之間的
愛，也就是在基督裏信徒之間的愛。

• 「不用人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
教訓」：因為 (1)信徒裏面有神聖靈的引導和神
生命的感覺，使我們自然知道應當彼此相愛，
而不用別人在外面教導我們。 (2)當保羅還在他
們那裏時，已經在弟兄相愛的事上教訓他們了，
因此不用他再寫信提到這事。

• 聖潔的生活必須加上愛心，因為只有愛才完全
了律法(羅十三10)。

• 凡是真實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必會從神領受
直接的教訓。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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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固然是這
樣行」：『這樣行』是指愛弟兄的行為。
帖城信徒不但在的信心行為上，作了馬
其頓眾教會的榜樣，而且也在愛心的行
為上有好的表現。

•「但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這話表
示愛心的行為應當多而又多，永無止境
(參三12；彼後一7)。

•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8)，因此愛心的
增長也應無止境。信徒的愛心要不斷增
加，在質的純潔方面，和量的寬廣方面，
都該繼續不斷的增長。要從友愛
(Philadelphia Love) 發展到神無私、犧牲的
愛 (Agapa Love)。



4:11 又要立
志作安靜人、辦
自己的事、親手
作工、正如我們
從前所吩咐你們
的．

• 這是保羅進一步勉勵帖撒羅尼迦信徒的訓話，他要
信徒不可利用其他信徒的愛心，自己不去作工，更
因為無事做，以致愛管閒事。另有些信徒，認為主
會很快再來，就不用作工來養活自己日常生活。

• 「又要立志作安靜人」：意指『安份守己』，不要
多管閒事。

• 「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此話顯示帖城信徒中
間有些人因著錯誤的觀念而不屑作工，必須倚賴他
人來維持生計。

• 保羅提出三點來勉勵他們，做安靜人；辦自己的事；
親手做工。

• 「正如我們從前所吩咐你們的」：這話表示當年保
羅傳道時，不僅在道理上教導信徒，並且在實務上
勸勉信徒。

• 我們工作的動機是出於榮耀神。若不把工作視為追
求聖潔的一部分，那麼在神眼中你是在浪費時間。



4:12 叫你們
可以向外人
行事端正、
自己也就沒
有甚麼缺乏
了。

•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 『外人』指
不信主的教外人；『行事端正』指行為正當，
不會招致批判。信徒在生活上，至少應達到社
會公認的好標準，取得教會外面的敬重。

• 「自己也就沒有甚麼缺乏了」：意即自己也就
不再需要倚靠別人的供給了。 信徒若自己不做
工，就成為社會的寄生蟲。

• 非基督徒看不起那些自以為屬靈，只會動口教
訓別人卻不會動手作事的基督徒。

• 希臘人崇尚生活安逸，他們認為工作是惡的、
丟人的，所以都盡量僱用奴隸去做。而希伯來
人的思想是本於舊約，視工作為敬拜的一部分，
工作不分貴賤，在神眼中，所有工作都值得敬
重，也都應該用來討神喜悅。

• 對於工作上的看法，這是希臘人和希伯來人文
化上的差異。到如今仍是這樣。



4:13 論到睡了的
人、我們不願
意弟兄們不知
道、恐怕你們
憂傷、像那些
沒有指望的人
一樣。

4:14 我們若信耶
穌死而復活了、
那已經在耶穌
裡睡了的人、
神也必將他與
耶穌一同帶來。

• 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們領受保羅的教導，一心忍耐著等候
主耶穌基督從天降臨。但當保羅離開他們之後，他們可
能對主的再來有所誤解或受別人的誤導，而產生了如下
的錯誤觀念：(1)最好甚麼事都不作，專心等候主；(2)
以為主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很快就要再來，所以信主
的人都要活著見主；(3)死後沒有復活，人一死就了了，
就甚麼指望都沒有了。

• 『睡了的人』指死了的信徒；基督徒死了還會再復活
(林前十五22)，如同睡了的人還會再甦醒過來一樣。
「恐怕你們憂傷」是說信徒不該像世人那樣，覺得與去
世的親人從此生死兩隔，後會無期。

• 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乃是我們信徒也要復活的理由之
一(參林前十五12~16)；我們既然相信祂死而復活了，我
們也要照樣死而復活。

• 基督徒對親人之死，一面在情感裏有點依依不捨，但另
一面在心靈深處有一個確信，將來必要相會在天，共享
永福。



4:15 我們
現在照主的話
告訴你們一件
事．我們這活
著還存留到主
降臨的人、斷
不能在那已經
睡了的人之
先．

•這『一件事』指主再來時的情景和信徒先
後被提的次序；保羅明確的對帖撒羅尼迦
教會說，關於長眠的人，不要為他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因為當耶穌再
來時。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接著
還存活的人，也都要跟他們一同被提與主
相會。

•根據這一段經文(15~17節)，主再來時信
徒被提見主的次序如下：(1)基督再來；(2)
已死的信徒復活；(3)仍活著的信徒身體改
變(林前十五52)，和復活後的信徒一同被
提到空中雲裏與主相遇。



4:16 因為主必
親自從天降臨、有
呼叫的聲音、和天
使長的聲音、又有
神的號吹響．那在
基督裡死了的人必
先復活。

4:17 以後我們
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
到雲裡、在空中與
主相遇．這樣、我
們就要和主永遠同
在。

•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這是要應驗主升天時天使
所說的話：『你們見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
(徒一11)。

• 當主降臨之際，將有三種不同的聲音發出，提醒人們注
意即將有驚天動地的事要發生。 『呼叫的聲音』、
『天使長的聲音』、 『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
死了的人必先復活」：意指在此之前已經死了的基督徒，
必先應聲而復活。

•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我們』是指當時還
存活在地上的信徒(參15節)。「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
裏，在空中與主相遇」：『他們』指死而復活的信徒
(參16節)。

• 關於被提的三個不同主張：(1) 全教會在災難前被提，(2) 
全教會經過災難以後才被提，(3) 就是部份的得勝者在
災難前先被提，然後，剩下的經過災難以後再被提。

•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和主永遠同在，乃
是我們信徒的主要盼望。基督徒在得救之後的仍然要為
他在世上的行為和工作受主的審判。



4:18 所以
你們當用這
些話彼此勸
慰。

•「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
慰」：『這些話』指13~17
節的道理教訓；當教會裏有
人過世時，這些話有助於彼
此勸勉與安慰。

•基督徒無需憂傷(13節)，因
為神的話語才是最大的安慰，
應當常用主要再來的話互相
勸勉。



總結：信徒靈命的成熟

• 遠離私慾邪情過聖潔的生活
1) 按照神旨意過聖潔的生活，遠避淫行。

2) 順從聖靈的教導過聖潔的生活，棄絕私慾的放縱。

• 彼此間的相愛和相處
1) 因蒙神的教訓弟兄們間彼此相愛

2) 作安靜的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

3) 向外人行事端正

• 主再來的盼望與信徒被提
1) 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2) 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要和他們一同被提

3) 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

4) 我們就要與主永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