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來，
我們要成爲什麽樣的教會？

帖撒罗尼迦後書3：13-18

前言：过去的一年多查考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今日来到尾声
我们一家在温莎生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最近也将要离开，准备回到多伦多
最近我女兒常常問一個問題，接下來我們要去哪？我們需要一遍又一遍的給她
解釋我們要搬回多倫多，然後她會繼續問，那接下來，搬回多倫多之後幹什麽？
然後我們再一遍又一遍的解釋我要去教會實習的事情。很多時候我們的生活會
發生大的轉變，人走人留雖然是生活上的必然，但儅改變來臨之際我們還是不
禁要問，接下來我們要去哪？然後我們要幹什麽？保羅在對帖撒羅尼迦的通信
也接近尾聲，接下來他要他們做什麽？有什麽勸勉，又有什麽最後的囑咐和叮
嚀？盼望通過今天的這段經文，我們可以一起共勉看看，接下來，我們要成爲
一個什麽樣的教會？
上一周杨喆弟兄讲了保罗对于贴城教会当中懶散的弟兄的勸戒，有人在教會中
不但不作工，更專管閑事滋生是非，這不符合保羅他們所立的規矩，傳統也沒
有效法保羅他們所留下來的榜樣。保羅在基督裏勸戒這些閑懶的人要安靜做工，
吃自己的飯，對於那些并不懶散的人，保羅也給與勸勉，讓大家行善不可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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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後書3：13

• 13 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

這一句到底是什麽意思？有幾種理解的方向
首先瞭解背景：迫害导致群体的活动范围萎缩，教会的生活是信徒最主要的生
活和经济来源，服侍彼此成了教會的標志和動力。
1 對那些懶散的弟兄所行的善，因爲要工作供養這些閑散的人讓群體裏其他人更
加的勞累，增加了很多負擔，恐怕他們對教會群體失去盼望而鼓勵他們不可喪
志
2 社會的公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善行，因爲這些懶散的人讓他們受挫，以至於他
們不想對社會上的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做出任何施捨
保羅生怕這些懶散的人不但竊取了教會行善的果子，還竊取了弟兄姐妹行善的
動力
雖然這段經文有其歷史的場景，但是這樣的教導對跨時代和地域的教會都適用。
今天疫情汎濫，人總是開始疲倦，厭倦居家隔離的生活模式，不要讓疫情下人
的因素來影響我們當行的事。所以這句話可以因著場景的不同而切換
比如在家庭中形容丈夫和妻子的關係，彼此相愛而不可喪志。愛我們的子女而
不可喪志。在疫情期間離婚率增多，家暴的案件也越來越多，自殺率上升，有
大人也有孩子受不了從家⾧而來的壓力自殺的。我們需要從新審視我們與家人
的關係，基督徒更應當在這樣的時候凸顯一個敬虔的家庭在朝夕相處的時候因
著基督的愛，因爲聖靈的引領，因爲父神的保守而能夠彼此和好，能夠謙卑自
己尋求幫助和赦免。讓我們在家裏行善而不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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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不因爲在家工作沒有監管而偷懶。不會因爲自己效率低下而把責任歸
到疫情的原因，不會因爲沒有同事的催逼而拖延，不給截止日期打折扣，讓神
每天每時每刻賜給我們認真工作的動力，讓我們在職場上行善而不喪志。
在屬靈的層面每一天與神親近，我們是不是發現因爲缺少實體的聚會我們就放
棄讀經，禱告？如果有的話，那很可能説明我們之前的努力是給人看的。教會
的服侍也是一樣，因爲很多事情都只能在綫上或者一個人執行，服侍的心也會
漸漸冷淡，但這正是我們需要調整，矯正我們的姿勢，我們的服侍是爲了讓人
看見呢還是爲了榮耀神的緣故？讓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在神的家中服侍行善而不
喪志。
我明白也承認這真的很難，但是我們的動力不是來源於自己的意志力，如果是
的話那早就耗光了，我們的動力的來源是耶穌基督，他在最不情願的時候走上
了十字架，他在最難得時候選擇順服，他在世人和門徒都抛棄他的時候選擇行
善而沒有喪志，正因爲如此我們才得著這寶貴的救恩，這聖靈的印記。同樣的
經文在保羅書信裏只出現在加拉太書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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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6：9-10

• 9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
成。

• 10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當這樣。

在這一章一開頭保羅就提到一個和帖撒羅尼迦教會類似的場景。他説弟兄們，
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
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
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3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
是自欺了。
然後第七節說7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
是甚麼。
8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
靈收永生。順著情欲和順著聖靈所撒的種子收割的時候截然不同，所以不要
喪志，不要灰心因爲會有收成的時候。耶穌因爲那將來的收成，所以輕看了十
字架的羞辱，而大家想過沒有，耶穌的收成是什麽？是我們，我們就是那擺在
他面前的喜樂
希伯來書說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所以讓我們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行善而不喪志。接下來保羅就
上文所述的關於懶散的教會成員再一次給出教會懲戒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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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後書3：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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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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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帖撒羅尼迦後書3：6

對象：不聽從信上的話也不遵守使徒的教訓的人
到底什麽樣的罪會導致這樣的懲戒呢？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看起來是這些懶散不
作工的人，他們像蛀蟲一樣吞噬著教會群體的勞動成果，在哥林多前書那邊是
拒絕悔改的性犯罪，但保羅在後面也列擧了其他的罪包括行淫亂的，或貪婪
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當然這并不是説
只有這些罪才是教會應該承接的，那作假見證，殺人的，奸淫，盜竊就不算，
這些列舉不是爲了列舉所有的罪而是要提供代表性的論述，而且大部分時候也
是針對收信的教會特有的問題而列舉的，是爲了告訴教會這類的事情都會敗壞
教會的德行所以要把做這樣事情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最終的原則還是不遵守
神的話語并且拒絕遵守的，那麽到具體的個例上面如何定奪就需要全教會一起
決定。因爲有聖靈在教會中掌權，所以我們相信聖徒相同，這樣我們可以讓全
會眾對於教會的紀律和懲戒來發表看法最終的決定也是全教會做的并且執行。
這才符合保羅在這裏所强調的關於懲戒的原則。

4



帖撒罗尼迦後書3：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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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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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帖撒羅尼迦後書3：6

動作：記下他，不和他交往，或者遠離一個是用正向的描述，遠離，另外一個
是反向的描述不要交往，摻雜或者聯合。
這段話看似是在重複第六節（讀經）同樣的用詞也出現在哥林多前書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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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5：9-11

• 9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 10 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索
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

• 11 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
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
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

新約中還有另一處經文用到這個動詞（林前五9〜11），該處還加上不可與犯錯
的人一起吃飯。這裡的要求倒沒那麼嚴厲，只是終止親密的交通而已。保羅堅
持犯錯的人仍是弟兄，這樣對待他無非要促其自新。整個行動只是要叫他自覺
羞惭（使其產生思想行爲上的改變），絕不是逐出敎會（如加爾文主張的）。
one bad apple can spoil the barrel，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更貼切的翻譯是害群
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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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後書3：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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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叫他自覺羞愧以至於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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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後書3：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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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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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帖撒羅尼迦後書3：6

主語：6節弟兄們，14-15節這邊沒有凸顯主語，在原本的動詞附帶的主語是你
們，第二人稱複數，所以是整個教會，這代表這個懲戒的執行是全教會而非個
人

8



帖撒罗尼迦後書3：15

• 15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

程度：不要以爲仇人而是權他如弟兄，這裏會引申出一個問題，既然都遠離了
還怎麽勸呢？介於這個附加的條件我們可以看到保羅在這裏可能區分了公共和
私下的交流，所以可以以公共的態度表明教會的立場，但并不等於阻止會友私
下的勸誡。要記得目的是爲了贏回弟兄
加拉太書6：1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
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馬太福音18：1515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
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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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紀律的原則

•對象：不遵從聖經的人

•動作：遠離或者不交往

•範圍：全教會，公共的

•目的：好叫他蒙羞悔改

•程度：待他如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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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後書3：1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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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我們來到最後的問安，幾乎每封保羅的書信都有問安，或⾧或短，很多有專門
針對個人的問候，比如説羅馬書。但這裏我們看到比較奇特的是有兩處問安，
16節和18節，中間夾著的是他關於信件的真僞做出的描述。首先16節說願賜平
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這裏原來的句式是愿平安的主他自己
賜給你們平安，在所有的事情上以及用所有的方式。這裏對於主的稱呼和帖撒
羅尼迦前書的結語幾乎完全呼應，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
因爲基督自己就是我們的平安，在貼城教會的信徒們的環境是不理想的，受到
從猶太人和城裏其他的群體的逼迫和排擠，處境可想而知，但是在這樣極其困
難的環境下，保羅沒有說我安排人把你們都接出來，遷到別的城市，比如旁邊
的比利亞，他也沒有要求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拿起武器抗爭，他也沒有只是說你
們雖然現在受苦但將來會得到獎賞，他的禱告是讓主耶穌基督的平安在各樣的
處境下與信徒們同在，就好像保羅在寫給腓利比的信徒的書信一樣，那個時候
他自己也在監牢裏等候審判，並不知道結果如何，生死未卜的時候，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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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比書4：6-9

•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

• 8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
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
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 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
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
們同在。

在逼迫，患難來臨的時候，基督徒最需要做的的不是逃離困難的環境，也不是
陷入恐慌和焦慮當中，更不是與環境硬碰硬，而是讓神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懷
意念。讓主自己成爲我們的平安，因爲他是以馬内利的神，他應許與我們同在，
他會賜他的平安賜給我們，他在約翰福音14：27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
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
要憂愁，也不要膽怯。平安在聖經裏的含義是非常豐富的，包含和好，和
平，甚至被用來形容救恩，在這裏保羅所講的平安：
平安不是和稀泥，但主的平安要赐给敬虔和叛逆的人，
平安不仅是内在的感受，也是群体的和好
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物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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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後書3：1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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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接下來保羅說：愿主常與衆人同在，因爲神就是以馬内利的神。我們從神那裏
得到的不僅僅是在困境當中的平安，我們其實最需要的是賜平安的的主。值得
注意的是這裏和18節保羅説話的對象是你們衆人，很可能也包括前面提到的懶
散的弟兄們。第18節也是這樣，18節的問安和帖撒羅尼迦前書最後的問安幾乎
完全一樣，28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同在！差別就是沒有强調衆
人，在原本的意思是所有人，很可能還是包括那些懶散的弟兄們。保羅不斷地
强調全體是爲了讓信徒們知道他們是一個整體，并且互爲肢體，主的平安是賜
下給整個教會的，是聖靈的禮物，也是父神的心意。沒有平安，恩典也不算恩
典，沒有恩典，我們也不可能得著平安，恩典是神白白賜給我們的，不是靠我
們的行爲，同時也是這個恩典讓我們與神和好，并且彼此和好，這就是救恩，
這就是好消息。
最後保羅親筆寫下最後的問安，並以此為標記，我們不確定當時是否有假藉保
羅的名字所寫的書信，但是可以肯定保羅在這裏要做一個分別，因爲大部分新
約的書信屬於口述，有專門的文士代筆寫下來，而在最後保羅特意提筆親自寫
下最後的問安不僅僅是爲了讓這封信更有個人的親和度而是爲了讓收信人能夠
分辨真僞。因爲這封信的内容至關重要，還記不記得前面保羅的勸解，凡不聽
從這信上的話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所以保羅這樣的落款不單單是爲了個
人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保證神話語的真實，是爲了抵擋異端的説法所做的明證。
而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小的句子再一次的提醒我們神話語的重要性。順服神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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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讀，瞭解，聽從和順服他的話開始。讓我們委身在神的話語上面，看爲重
要，看爲至寶，這樣主的平安，他的同在，他的恩典必然時常伴隨著我們。在
這動蕩的時代，在危難當中，在疫情肆虐的今天，我們如在大海上翻騰的船需
要錨一樣，我們需要的是他安定在天存到永遠的話語，天地都要廢去而他的話
永遠⾧存。讓神的話成爲我們教會的基礎，原則，起點和一切生活的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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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成爲一個什麽樣的教會？

•行善而不喪志

•在主立面有紀律

•主的平安和恩典

•遵從神的話語

我們很快要離開溫莎教會，回到多倫多開始實習，在那裏會有新的服侍，不一
樣的教會，不一樣的群體，新的挑戰也有新的祝福。溫莎教會也將步入一個新
的時代，也有新的方法，同時也正在尋找新的牧者。愿這段經文成爲我們彼此
的共勉，我們要建立一個怎樣的教會？我們要成爲一個怎樣的教會？無論實在
溫莎還是多倫多，無論是國語，粵語還是英語，無論是宣道會還是別的宗派讓
我們成爲：
行善而不喪志的教會
在主立面有紀律，有規矩有原則的教會
讓平安的主用他的的平安和恩典充滿的教會，
讓我們成爲遵從神話語的教會，
愿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同在，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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