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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
1这封信函来自保罗、西拉和提摩太，写给帖撒罗
尼迦、为我们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所有的教会。 2愿
你们获得来自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 3兄
弟姐妹们，我们始终都因你们而感谢上帝，我们衷心
地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对上帝的信正在快速增加，你
们彼此相爱的心也在增加。

4因为你们在经受的所有迫害苦难中，仍然保持着
勇气和信心，所以在上帝的众教会中，说到你们会让
我们深感骄傲。 5这是上帝做出公正决定的证明，你
们配得上他的王国，你们也是为此而受苦。 6因为上
帝所做之事都是良善正直，他也会恰如其分地处理那
些导致你们受苦之人。 7当耶稣基督与他强大的天使
们在耀眼火焰中从天国降临，他会解救你们和我们于
痛苦, 8对那些拒绝上帝、不接受我们主基督福音之
人，进行审判。 9他们要受到惩罚，永远离开上帝，
无法见到主和他的光荣力量。 10当他要从其子民处获
得荣耀的那一天，被所有信他之人所尊崇，你们也在
其中，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切，让你们信服。

11所以我们始终为你们祷告，愿我们上帝将你们变
成的样子，值得他召唤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想
要行为正直良善，一举一动皆来自对他的信，愿上帝
用强大的力量满足你们达成这个目标的每一个愿望。
12只有这样，我们主耶稣的名，才可能因你们的行为
而获得荣耀，你们也会通过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恩
典，因他而荣耀。

2
1兄弟姐妹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以及
我们如何为了他而聚集在一起， 2如果有任何灵的显
化或消息、或收到号称来自我们的信函，告诉你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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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已经来到，请不要沮丧或担心。 3不要让任何
人用任何方法迷惑你们，因为在那之前，必先发生叛
乱*，无法之徒会露出原型，他的末日就是被摧毁。
4这样的人以上帝为敌，将自己抬高自己，高于被称
为上帝和受人敬拜的一切。他甚至坐在上帝的宫殿
中，自称为上帝。 5还记得我和你们一起时，曾告诉
过你们这一切？

6现在你们也知道，是什么让他一直没有行动，因
为要等到他的恰当时刻才会显示出来。† 7因为那无
法‡的秘密已经在产生影响，只是他还在控制着，他
也会一直这么做，直到那控制被解除。 8那时候，
这无法之徒就会显现。主耶稣将把他除掉，把他吹
跑§，用其临时的光辉消灭他。 9他（无法之徒）的到
来是为了行撒旦之事，拥有各种能力，显示奇迹，进
行看似令人惊讶、其实是骗术的行为。 10在那些正在
走向毁灭之路的人身上，行各种不义的欺诈之举，因
为他们拒绝去爱真理并因此而得救。 11因此，上帝就
送给他们一个令人相信的错觉，让他们相信谎言。*
12这样的结果是，所有不信真理、喜欢邪恶之人都会
被定罪。

13但主所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应该一直感谢上
帝，因为上帝从最初就选择了你们，通过其灵拯救你
们，让你们变得正直良善，相信正道。 14上帝就是通
过我们向你们传的福音，召唤你们，让你们可以获得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15所以兄弟姐妹们，要站
稳。关于你们学到的，无论是我们口传或写于我们的
* 2:3 原意为“背道”，即末日，对上帝的最终否定。 † 2:6
对这一整个部分（2:6‑12）的含义有很多争论。 ‡ 2:7
原意为“无法之谜”，指的是反对上帝的力量“显化秘密。”这不仅是破坏法律，还是彻底的无法，完全不尊重律法。
§ 2:8 原意为“通过他口中的气息。” * 2:11
谎言：在这个段落中的意思，很确定是指敌人（《以赛亚书》14，《以西结书》28）关于上帝本质和特性的谎言，他们甚至自称是上帝（2:4）。关于上帝“送来”这种错觉，请注意，在圣经中，上帝经常会说到他无法防止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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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都要持守。 16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父上帝
(他通过其恩典给予我们永恒的心心和值得信赖的希
望）， 17可以鼓励你们，让你们变得强大，做出良善
言行。

3
1最后，兄弟姐妹们，请为我们祷告，让主之道可
以传开并被人们真正地接受，就像你们所做的那样。
2祈祷我们可以摆脱那些不道德的邪恶之人，因为不
是所有人都信上帝。 3但主值得信赖，他将让你们更
有力量，保护你们脱离邪恶之人。 4以主为名，我们
深信你们现在和未来，都会继续按照我们所说的做，
5愿主引导你们，更深刻地理解上帝对你们的爱以及
基督的忍耐。*

6兄弟姐妹们，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之名想要告诉你
们，如果哪个信徒游手好闲，不按照我们所进行的教
导行事，就应当远离他。 7你们当然知道应当以我们
为榜样，因为我们与你们在一起时，我们没有游手好
闲， 8没有不付钱就吃其他人的食物。相反，我们辛
苦劳碌，昼夜工作，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一人的负担。
9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而是要给你们作榜样，
好让你们照着做。 10我们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经
给出严格的指示，如果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11但现在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人游手好闲，从不工
作，却专管闲事。 12通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劝告这样
的人要安静工作，自食其力。

13兄弟姐妹们，不要放弃行善。 14如果有人不听
从我们这封信上的教导，要把那个人记下来，不可与
他来往，让他自己觉得惭愧。† 15但不要把他看作仇
敌，要像劝兄弟姐妹一样劝他。
* 3:5 “基督的忍耐”可能是指基督所体现的忍耐，或基督所赐的忍耐⸺或两者兼而有之。
† 3:14 换言之，鼓励他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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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愿赐平安的随时赐予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众人
同在。 17这是我保罗亲手写下的信函，向你们问候。
这是我所写信函的标志。 18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你们众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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