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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罗尼迦后书  

 我，保罗、西拉和提摩太写信给 
 帖撒罗尼迦教会，该教会属于我 

 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 
2 愿来自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恩 

 典与和平属于你们。 
3 兄弟们，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 

 谢上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你 
 们的信仰在不断地增强，对彼此的爱 
 也在不断地增长。 4  因此在上帝的各  
 教会里，我们夸耀你们，因为你们虽 
 然遭受到迫害和患难，但是仍然表现 
 出毅力和信仰。 

 保罗谈上帝的审判  
5 这是上帝公正审判的证据。他让 

 你们现在遭受痛苦，目的是为了使  
 你们配得上进入上帝的王国。  6  在上 
 帝眼里，这是应该的：用灾难回报  
 那些使你们遭受痛苦的人，  7  让遭受  
 了苦难的你们和我们一同得到安  
 宁。当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  
 他将带着他强大的天使从天而降。 8 他 
 们将伴着熊熊燃烧的烈火，给那些  
 不认识上帝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福  
 音  *  的人带来惩罚。  9 他们将要遭受永  
 遭毁灭的惩罚，他们将被排除在主  
 的面前和他的荣耀的大能之外。 10 耶 
 稣来临的那天，他会在他的圣民中  
 得到荣耀，而所有的信徒都会为他  
 惊叹不止，你们也包括在内，因为  
 你们相信了我们向你们为他所作的  

 福音：是上帝使人们的罪得到宽恕并与上帝永远  
 和好的途径的消息。  

 见证。  

1 11 所以我们总是为你们祈祷，请求 
 上帝，愿他使你们的生活不辜负他的 
 召唤  ；  愿凭他的力量，实现你们的每 
 一个美好的意愿，完成你们靠信仰所 
 做的每一件工作。 12 这样，我们主耶  
 稣的名字在你们之中就能够得到荣  
 誉，而你们也通过上帝和主耶稣基督 
 的恩典在他之中得到荣耀。 

 邪恶的事情将会出现  
 兄弟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再次降临以及我们与他相聚的事  

 情，我们现在请求你们， 2  如果你们  
 听说主的日子已经来临了，不要感  
 到困惑，也不要害怕。也许有人会  
 说这说法是在某个预言或信息之  
 中，或者是你们从某人声称是从我  
 们写的信中读到了它。  3  不要让任何 
 人用任何方式欺骗你们，因为主来  
 临的日子要等到大叛乱发生后，以  
 及那个注定要毁灭的不法之徒出现  
 之后。  4  那不法之徒将反对任何称为  
 上帝的或任何崇拜对象，并置自己  
 于这一切之上。他甚至还会来到上  
 帝的大殿，坐在宝座上，宣称自己  
 就是上帝。 

5  你们难道不记得我和你们在一  
 起时，总是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吗？  
6  因此，你们现在知道是什么阻止了  
 他的出现，以便他能够在适当的时  
 刻出现。  7  我这么说，是因为现在这  
 个不法之徒的秘密力量已经开始工  
 作了，然而，阻止这秘密力量的他  
 会继续这么做，直到他被移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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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8  然后不法之徒将会出现。主耶 
 稣用一口气就会将他杀死，并在主  
 再次降临时把他毁灭。 9  这个不法之 
 徒将借着撒旦的力量，伴着巨大的  
 力量、虚假的迹象和奇迹出现， 10 并  
 用各种不义的方式欺骗那些即将毁  
 灭的人，因为他们不爱使他们得到  
 拯救的真理。  11  为此，   上帝派引导  
 他们偏离真理的力量来到他们中  
 间，使他们去相信虚妄的，  1 2  并使  
 所有不相信真理和沉缅于邪恶的人  
 被定罪。  

 你们被选为拯救的对象  
13 主所爱的兄弟们，我们必须时常 

 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从一开始上帝 
 就选择了你们，让你们借圣灵的神圣 
 而得到拯救。 14 为了这拯救，上帝通  
 过我们向你们传播的福音来召唤你  
 们，好让你们获得属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荣耀。  15  因此，兄弟们，要站  
 稳，要坚持我们传给你们的教导，不 
 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上的。 

16-17 愿爱我们和在其恩典里赐给我  
 们永恒安慰和坚定希望的主耶稣基  
 督、我们的父上帝，赐给你们心灵的 
 慰藉，在你们所说所做的一切善事中 
 赐给你们力量。 

 为   我们祈祷  
 最后，兄弟们，请为我们祈祷， 
 让主的信息得到迅速地传播，并 

 得到赞美，就象在你们中间发生的那 
 样   ；  2  也请为我们祈祷   ，让  我们从邪  
 恶的人们中解救出来。（不是所有的 
 人都信主。） 

3 主是守信的，他会给你们力量， 
 保护你们不受魔鬼的侵害。 4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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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对你们有信心，并相信你们正在 
 坚持做我们吩咐你们做的事情，并将 
 继续做下去。  5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归  
 于上帝的爱和基督的忍耐。 

 工   作义务  
6 兄弟们，我们现在以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名义命令你们，要疏远那些  
 过懒散生活和不遵守从我们这里领  
 受到教导的人。  7  因为你们明白，应 
 该如何效仿我们，我们在你们中间  
 不曾懒惰， 8  也没有吃东西不付账，  
 相反，我们日夜辛劳，为的是不给  
 你们任何人增添负担。  9  这并非因为 
 我们无权要求你们的帮助，而是要  
 给你们树立一个榜样，使你们可以  
 模仿。  10  所以，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时，给了你们这条规则：“不劳者  
 不得食。” 

11 我们说这些，是因为我们听说你 
 们中间有人生活懒散，游手好闲，专 
 管别人的事。 12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  
 命令和督促这些人，他们应该安静地 
 工作，自食其力。 13 不过，兄弟们，  
 作为你们不要放弃行善。 

14 如果有人不服从这封信里我们的 
 指示，那么就记住他，不要跟他来  
 往，让他感到惭愧。  15  但是，不要象 
 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而是应该象对 
 待兄弟一样警告他。 

 最   后的话  
16 愿主，和平之源时时处处赐予你 

 们平安。愿主与你们所有的人同在。 
17 我，保罗亲笔写下了这问候。这 

 是我签每封信和写每封信的方式。 
18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 

 们所有的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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