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ꄟꌒꇊꆀꏦꄯꒉꂴꁬꌠ 

帖撒罗尼迦前书 

 
ꋬꂻꄜ 问候 

1 ꀧꇊ、ꑭꇁꌋꆀꄜꂿꄠꄯꒉꁱ

ꏃꃅꌋ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ꈐ 
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

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 
ꏭꄟꌒꇊꆀꏦꑇꊿꏓꉻꁵ。ꑆꊋ、

ꋬꂻꃅꆍꊌꅊꇈ。 
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
安归与你们。 

 

ꄟꌒꇊꆀꏦꊿꑇꐨꌋꆀꌶꀠ 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和榜样 
2ꉪꊇꆍꋍꏅꒉꄸꃅꅉꀕꃅꏃꃅꌋ

ꏭꈀꎭꀕ，ꈼꂟꄮꇬꉉꆍꄀꇬꎷ，3ꏃ

ꃅꌋꉪꀉꄉꂶꌠꂾꄉ，ꉪꊇꆹꆍꊇꑇ

ꐛꅹꃅꈀꃅꐛꌠꌤꑘ，ꉌꃀꉂꏣꑌꐛ

ꅹꃅꈀꊝꌠꑘꃤ，ꉪꌋꑳꌠꏢꄖꇁꉚ

ꐛꅹꃅꋰꄿꌠꑠꉪꊇꇫꎺꄅꇬꎷ。

4ꏃꃅꌋꆍꉂꌠꃺꑌꊈꀋ！ꆍꊇꆹꈀꌋ

ꄉꈧꌠꉬꌠꉢꅉꐚ；5ꉪꊇꌒꅇꁊꆍꁳ

ꇬ，ꅇꂷꀉꄂꌌꀋꁊꃅ，ꌅꈌꊋꃤ、

ꌃꎔꒌꌋꆀꑇꐨꉌꊋꀊꅼꌠꑌꌌꁊꌠ

ꉬ。ꉪꊇꆍꈽꐤꄮꇬ，ꆍꒉꄸꃅꉪꊇ

ꈍꃅꊾꊝꌤꃅꌠꆍꅉꐚ。6ꄷꀋꁧ，

ꆍꊇꎬꅧꈬꇬꄉꌃꎔꒌꄻꆍꇖꌠꉌꇿ

ꅍꆍꊌ，ꇗꅉꇯꍝꌠꆍꊪꊊꄉ，ꆍꊇ

2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
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3在
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记念
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爱
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
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4被神所
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
拣选的；5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
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
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
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
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
人。6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
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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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ꉚꄉꌷ，ꆍꊇꌋꉚꄉꑌꌷꀐ；7ꄷꀋ

ꁧ，ꆍꊇꆹꂷꐕꄓꌋꆀꑸꇠꑸꑇꊿꇬ

ꈀꐥꌠꌶꀠꐛꀐ。8ꑞꃅꆏ，ꌋꇗꅉ

ꆍꄷꄉꄜꁊꅐꇁꀐ，ꆍꏃꃅꌋꑇꌠꉌ

ꊋꆹꂷꐕꄓꌋꆀꑸꇠꑸꀉꄂꀋꉬꃅ，

ꀉꁁꇿꇬꑌꁊꈴꀐ；ꑠꅹ，ꉪꊇꅇꂷꁦ

ꎆꉉꄻꀋꅐ。9ꑞꃅꆏ，ꃅꄷꀊꋨꈨꇬ

ꊿꈧꌠꊨꏦꆹꋍꑠꋀꄜꋊꎼꇁꀐ：ꉪꊇ

ꈍꃅꆍꃅꄷꃹ，ꆍꈍꃅꌩꁱꇓꁱꆍꍞ

ꇫꎭꇈ，ꏮꏃꃅꌋꇂꃴꐥꇁꄉ，ꇯꍝ

ꀕ、ꀉꄻꀕꃅꇫꐥꌠꏃꃅꌋꀨꎹ，

10ꉈꑴꋍꌺꉬꉎꇬꄉꀁꋌꐛꇁꌠꇁ

ꉚ。ꌺꋋꂷꆹꌦꈬꇬꄉꀱꐥꇁ，ꉪꋌ

ꇱꈭꋏꌊꊁꇁꋍꑍꇨꇅꃃꐨꑠꐞꌠꑳ

ꌠꂶꌠꉬ。 

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
主；7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
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8因
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
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
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
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
什么话。9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
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
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10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
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
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ꀧꇊꄟꌒꇊꆀꏦꐤꄮꇬꌅꅍꃅꑘ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职事 

2 ꃺꑌꊈꀋ！ꆍꊇꑴꅉꆹꉪꊇꆍꄷ

ꆹꇬꀈꈥꀕꌠꀋꉬꑠꆍꅉꐚ。 2 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
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 

2ꉪꊇꀋꉊꃏꆀꀘꄉꊿꌌꉮ、ꍍꋉꌠ

ꆍꅉꐚ；ꄚ，ꉪꊇꆹꉪꏃꃅꌋꉘꇉꄉ，

ꉌꂵꀉꒉꏦꅍꀋꐥꃅ，ꉈꈽꐨꀉꇨꌠ

ꇬꄉꏃꃅꌋꌒꅇꉪꁊꆍꁳ。3ꉪꊇꊾ

ꅇꈪꊐꌠꆹꀕꑽꌠꇬꄉꅐꇁꌠꀋꉬ，ꁧ

ꀋꎴꌠꇬꄉꅐꇁꌠꀋꉬ，ꏂꇫꏡꁈꌬ

ꌠꑌꀋꉬ；4ꄚ，ꏃꃅꌋꉪꊇꋍꄻꈴ

ꄉ，ꌒꅇꏮꉪꇯꄉꑲꆏ，ꉪꊇꑌꉉ，ꊿ

ꉌꇿꅍꃅꌠꀋꉬꃅ，ꉪꉌꃀꎖꉺꌠꏃ

ꃅꌋꉌꇿꅍꃅꌠꉬ。5ꑞꃅꆏ，ꉪꊇꐥ

ꅷꇁꇬꅇꂷꊾꍚꊾꑻꌠꉉꀋꋻ，ꋍꑠ

ꆹꆍꅉꐚꌠꉬ；ꉈꑴꉌꃀꇢꑭꑌꌠꑌ

然的。2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
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
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
大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
们。3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
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
诡诈；4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
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
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5因
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
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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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ꉬ，ꑠꆹꏃꃅꌋꉪꎁꃅꇫꅇꊪꌬꉆꌠ

ꉬ。6-7ꉪꊇꏢꄖꁆꄻꊩꌺꄻ，ꊿꁳꉪ

ꁌꒉꎻꉆꑴꇬ，ꄚ，ꆍꏭꅀꌞꊿꏭꀑ

ꒉꑊꒉꇖꀋꋻ，ꆍꈬꄔꄉꀉꂿꀉꑳꀉ

ꆂꄐꌠꌟꃅ，ꑗꃅꑖꈈꀕꌠꉌꂵꀉꄂ

ꑌ。8ꉪꊇꑠꃅꆍꉂꌠꉬꑲꆏ，ꉪꊇꏃ

ꃅꌋꌒꅇꄻꆍꁳꏾꌠꀉꄂꀋꉬꃅ，ꉪ

ꊇꊨꏦꀑꇬꇯꆎꄻꆍꁳꏾꌠꉬ，ꑞꃅ

ꆏ，ꆍꊇꆹꉪꊇꇬꈀꉂꌠꉬ。9ꃺꑌꊈ

ꀋ！ꆍꊇꎺꄉ，ꉪꊇꆹꏃꃅꌋꌒꅇꁊꆍ

ꁳꄮꇬ，ꆍꈬꄔꋍꂷꁳꑌꐙꄏꀋꎽꂿ

ꄷꄉ，ꉪꎬꅧꄉꑍꇁꌋꀋꐥꃅꑘꃅꃤ

ꑽ。10ꆍꊇꊿꌋꑇꌠꋋꈨꏭꆹ，ꉪꊇ

ꈍꃅꌃꎔ、ꑖꉬ、ꊨꀖꉆꅍꍈꀋꐥ

ꌠꉬꉏ！ꋍꑠꆍꇫꅇꊪꌬꉆ，ꏃꃅꌋꑌ

ꇫꅇꊪꌬꉆ。11ꀋꁧꂷꊨꏦꌳꃈꅮꏭ

ꈀꊝꌠꌟꃅ，ꆍꋍꂷꋑꀋꋒꉪꊇꆍꏭ

ꉉ，12ꉪꊇꈍꃅꆍꈐꊟꊋꊡ，ꈍꃅꆍꏭ

ꉌꌒꄀꌠꑠꆹꆍꊇꅉꐚ；ꑠꃅꄉ，ꆍꁳ

ꌤꃅꇬ，ꏃꃅꌋꂾꈴꄿꎻ；ꋋꆹꆍꋌꇱ

ꇳꍝꌊꋍꇩꇬꃹ、ꋍꀑꒉꑊꒉꊌꌠ

ꉬ。 

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
的。6-7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
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
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
己的孩子。8我们既是这样爱你
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
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
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9弟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
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
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
累。10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
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
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
证。11-12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
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
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
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
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
神。 

13ꑠꅹ，ꉪꊇꑌꀋꆏꃅꏃꃅꌋꏭꈀ

ꎭꀕ，ꑞꃅꆏ，ꉪꊇꈁꁊꌠꏃꃅꌋꇗꅉ

ꆍꈨꇈꆍꊪꄉꀐ；ꆍꌌꊿꇗꅉꃅꀋꉜ

ꃅ，ꌌꏃꃅꌋꇗꅉꃅꉜ。ꇗꅉꋋꈨꆹ

ꇯꍝꃅꏃꃅꌋꃤꉬ，ꄷꀋꁧ，ꇗꅉꆹꆍ

ꌋꑇꊿꋋꈨꉌꂵꇬꑌꐺ。14ꃺꑌꊈ

ꀋ！ꆍꊇꆹꒀꄠꃅꄷꏢꄖꑳꌠꈐꏭꏃ

ꃅꌋꑇꊿꏓꉻꈧꌠꇬꉜꄉꌷꋺ；ꑞꃅ

ꆏ，ꆍꊇꑌꊨꏦꃅꄷꊿꇱꉮꎬꅧꀐ，ꑠ

13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
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
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
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
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
主的人心中。14弟兄们，你们曾
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
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
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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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ꋀꊇꒀꄠꊿꇱꉮꎬꅧꌠꌋꆀꐯꌟ。

15ꒀꄠꊿꋋꈨꌋꑳꌠꌋꆀꅉꄜꊿꋀꌉ

ꇫꎭ，ꉈꑴꉪꊇꋀꈹꉈꏭꎭ。ꋀꊇꆹ

ꏃꃅꌋꉌꇿꅍꀋꊌ，ꄷꀋꁧ，ꊿꈀꐥ

ꌠꌋꆀꐮꁮꐚꐛ；16ꋀꊇꉪꁳꇗꅉꁊ

ꉇꉻꊿꁵꄉꉇꉻꊿꁳꈭꋏꊌꎻꀋꅲ，

ꋀꊇꅉꀕꃅꊨꏦꑽꃤꄸꃤꐛꃅꑌ。

ꄽꂫꆏ，ꏃꃅꌋꇨꇅꃃꐨꇁꋀꇭꀧꇬ

ꌸꀐ。 

人的苦害一样。15这犹太人杀了
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
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
众人为敌；16不许我们传道给外
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
满自己的罪恶。神的忿怒临在
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ꀧꇊꉈꑴꄟꌒꇊꆀꏦꑇꊿꏓꉻꂾꈨꏾ 保罗愿再访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17ꃺꑌꊈꀋ！ꉪꊇꀂꉗꌹꍈꆍꌋ

ꆀꐮꐞ，ꑠꆹꇭꀧꐞꌠꄸ，ꉌꂵꐞꌠꀋ

ꉬ；ꉪꊇꆹꏟꈯꀕꃅꏡꁈꎹꄉꆍꂿꏾ

ꐯꏾ。18ꑠꅹ，ꉪꊇꆍꄷꆸꏢꉨ，ꉢ，

ꀧꇊꋍꃢꑍꃢꆍꄷꆹꂿꄷ，ꄚ，ꌑꄉꇁ

ꉪꊇꈭꋍꈜꇈ。19ꉪꉘꇉꅍ、ꉌꇿꅍ

ꌋꆀꈀꈌꒉꌠꄂꌆꀍꄟꆹꑞꉬ？ꋋꆹꉪ

ꌋꑳꌠꇀꄮꇬ，ꆍꊇꋍꂾꄉꉆꈬꉆꈈ

ꄷꌠꀋꉬꅀ？20ꑞꃅꆏ，ꆍꊇꆹꉪꀑꒉ

ꑊꒉꌋꆀꉌꌒꑓꌒꅍꉬ。 

17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
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
离别；我们极力地想法子，很
愿意见你们的面。18所以我们有
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
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挡了我
们。19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
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
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
前站立得住吗？20因为你们就是
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3 ꉪꊇꋰꀋꄐꀐꄉ，ꊨꏦꃅꑶꄅꄉ

ꇁꉚꏾ，2ꉪꃺꑌꏢꄖꌒꅇꇬꄉ 3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
自等在雅典，2打发我们的 

ꏃꃅꌋꌤꃅꐋꀨꐛꌠꄜꂿꄠꉪꊇꇤꅷ

ꆍꄷꆹꄉ（“ꏃꃅꌋꌤꃅꐋꀨ”ꀊꆨ꒰ꀨꋍꈨꇬ

“ꏃꃅꌋꏲꌋꃅꊿꄻꌠ”ꃅꅑꌠꑌꐥ），ꆍꁳꈫ

ꈈꎻ，ꄷꀋꁧ，ꆍꈁꑇꌠꇗꅉꇬꄉꆍ

ꏭꉌꌒꄀ。3ꑠꀋꉬꑲꆏ，ꊿꊋꋠꅍꋍ

ꑞꋍꑵꇱꎼꉈꈧꐺꌠꐥꂵ；ꑞꃅꆏ，ꉪ

ꊇꊋꋠꅍꊝꌠꆹꀮꑍꀮꉖꇯꆐꑠꃅꀮꄉ

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与神同工的
提摩太前去（“与神同工的”有古卷作

“作神执事的”），坚固你们，并在你
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3免得
有人被诸般患难动摇；因为你
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
定的。4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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ꇈꌠꉬꌠꆍꊇꊨꏦꅉꐚ。4ꉪꊇꆍꄷ

ꐤꄮꇬ，ꂴꇯꆐꉉꆍꇰꇬ，ꉪꊇꀋꎪꃅ

ꎬꅧꌠꊝꄷ，ꊁꆏꇯꍝꃅꅇꅐꀐ，ꋍꑠ

ꆍꊇꑌꅉꐚ。5ꑠꅹ，ꉢꉈꑴꋰꀋꄐ

ꃅ，ꊿꉢꇤꅷꀊꄶꇬꄉꆍꑇꐨꉌꊋꈍ

ꃅꐙꌠꉜꆹ。ꉡꆹꊾꊏꊿꅰꂶꌠꆍꊇ

ꋌꇱꊏꅰꅞꄉ，ꉪꊇꈀꎭꈀꅧꄉꌠꋌ

ꇱꎼꀈꈥꀕꌠꏦ。 

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
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
也知道。5为此，我既不能再
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
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
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
苦归于徒然。 

6ꄚ，ꄜꂿꄠꀋꑍꊂꑲꆀꆍꄷꄉꀱ

ꇁꄉ，ꆍꊇꑇꐨꉌꊋꌋꆀꉂꐪꃆꂮꅇ

ꂷꈨꌒꌠꋌꄜꉪꊇꇰꇁ，ꋌꉉꉪꊇꇰ

ꇬ，ꆍꊇꆹꅉꀕꃅꉪꎺꉪꄅꄷ，ꄷꀋ

ꁧ，ꆍꊇꑌꉪꊇꆍꂿꏾꌠꌟꃅꉪꂿꏾ

ꐯꏾꄷ。7ꑠꅹ，ꃺꑌꊈꀋ！ꉪꊇꆹꊋ

ꋠꅍꌋꆀꎬꅧꐨꈀꐥꌠꇬꄉ，ꆍꑇꐨ

ꉌꊋꒉꄸꃅ，ꉌꌒꄀꌠꊌꀐ；8ꀋꄸ

ꄷ，ꆍꊇꌋꉘꇉꄉꉆꈬꃅꉆꄎꑲꆏ，

ꉪꊇꇫꐥꀐ。9ꉪꊇꏃꃅꌋꂾꄉꆍꐛ

ꅹꃅꉌꇿꑓꇿ；ꉌꇿꑓꇿꈀꐥꌠꑠꃆ

ꂮꃅ，ꉪꊇꆹꆍꎁꃅꄉꈀꎭꀕꐨꈍꃅ

ꐙꌠꌌꏃꃅꌋꑆꊋꀱꌐꉆꂯ？10ꉪꊇꑍ

ꇁꌋꀋꐥꃅꏟꈯꀕꃅꈼꂟꄉ，ꆍꂿꆹ

ꑲꆀ，ꆍꑇꐨꉌꊋꀋꇎꀋꂪꈧꌠꇬꁥ

ꇱꑟꉂ。 

6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
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
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
记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7所以
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
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
安慰；8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就活了。9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
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
报答神呢？10我们昼夜切切地祈
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
信心的不足。 

11ꉪ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ꌋꑳꌠꈛ

ꎂꃅꉪꏁꆍꄷꑟꆹꅊꇈ；12ꉪꊇꆍꉂꌠ

ꌟꃅ，ꌋꆍꐮꉂꐮꅉꌠꌋꆀꋍꏅꉂꌠ

ꉌꃀꁳꋍꑍꋍꉙꃅꁦꎆ、ꇎꈴꎻꅊ

ꇈ；13ꑠꃅꄉ，ꉪꌋꑳꌠꌋꆀꋍꌃꎔꌺ

ꈧꌠꇀꄮꇬꆏ，ꆍꁳꉪꏃꃅꌋꀉꄉꂾ

ꄉꉌꃀꈫꈈ，ꌃꇁꎔꐛ，ꊨꀖꉆꅍꍈꀋ

11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
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
里去；12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
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
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
样；13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
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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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ꎻ。 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
洁，无可责备。 

 

ꏃꃅꌋꉌꃹꅍꊌꂿꄷꄉꐥ 讨神喜悦的生活 

4 ꃺꑌꊈꀋ！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

ꌦ：ꉪꊇꌋꑳꌠꉘꇉꄉꆍꏭꇖ 4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
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 

ꂟ，ꆍꊇꏯꈐꊟꊋꊡ，ꆍꊇꆹꉪꊇꈁꉙ

ꈁꂘꌠꆍꊪꄉ，ꈍꃅꀕꋭꄉꏃꃅꌋꁳ

ꉌꇿꎻꌠꆍꅉꐚꑲꆏ，ꆍꊇꀋꃅꆍꈀ

ꃅꌠꇬꈴꄉ，ꀊꅰꃅꈒꇤꊋꇤꌶ。

2ꉪꊇꌋꑳꌠꇇꄧꈴꄉ，ꁵꅇꑞꑵꁊꆍ

ꁳꌠꑠꆹꑴꅉꇬꆍꅉꐚ。3ꏃꃅꌋꉪ

ꐪꆹ，ꋌꆍꁳꌃꇁꎔꐛ，ꎼꃅꃏꑽꂾꁈ

ꎻꌠꑠꉬ；4ꋌꆍꈀꄸꁳꑌꅉꐚꎻꌠ

ꆏ，ꈍꃅꌃꎔ、ꐤꒉꌠꌌꄉꊨꏦꇭꀧ

ꐏꁇꄉ，5ꉇꉻꊿꏃꃅꌋꀋꌧꈧꌠꌟ

ꃅ，ꊨꏦꇭꀧꏾꅍꁳꈁꏾꃅꀋꎽ。

6ꊾꂷꁳꌤꑠꄩꐂꄉꋍꃺꑌꉙꉗꀋꎽ；

ꑞꃅꆏ，ꌤꋌꑵꌠꆹ，ꌋꀋꎪꃅꇫꀱꌠ

ꉬ，ꑠꆹꉪꊇꂴꉉꆍꇰꋺ，ꉈꑴꆍꏭꊡ

ꀱꄉꉉꀐꌠꌋꆀꐯꌟ。7ꏃꃅꌋꉪꊇ

ꇳꍝꌠꆹ，ꉪꁳꀋꎴꀋꈻꌠꈬꇬꃹꎻ

ꌠꀋꉬꃅ，ꉪꁳꌃꇁꎔꐛꎻꂿꄷꌠ。

8ꑠꅹ，ꋍꑠꄘꑣꂶꌠꆹ，ꊿꏭꄘꑣꌠꀋ

ꉬꃅ，ꌃꎔꒌꋌꄻꆍꇖꌠꏃꃅꌋꏭꄘ

ꑣꌠꉬ。 

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
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
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
的，更加勉励。2你们原晓得我
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
令。3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
圣洁，远避淫行；4要你们各人
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
自己的身体，5不放纵私欲的邪
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6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
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
事，主必报应，正如我们预先
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
的。7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
洁。8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
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
们的神。 

9ꉉꅷꃺꑌꐮꉂꐮꅉꌠꃆꂮꑟꇬ

ꆏ，ꊿꀉꁁꁳꄯꒉꁱꆍꁳꎻꄻꀋꅐ

ꀐ。ꑞꃅꆏ，ꏃꃅꌋꉙꅇꂘꅇꆹꆍꊇ

ꊨꏦꊪꊊꀐ，ꆍꊇꏯꐮꉂꐮꅉꄷ。

10ꆍꊇꂷꐕꄓꑭꊂꃺꑌꈧꌠꏭꇯꍝꃅ

9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
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
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
爱。10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
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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ꑠꃅꀕꀐꌠꉬ，ꄚ，ꉢꆍꊇꃺꑌꈧꌠꏭ

ꀊꅰꃅꊋꇤꏡꇤꄉꑠꃅꀕꄷꊋꊡ。

11ꉈꑴꉌꃀꉪꄉꏤꄉꊿꀋꁏꀋꆽꌠ

ꄻ，ꊨꏦꌤꀞ，ꊨꏦꇇꐛꄉꌤꑘꃅ，ꑞ

ꑌꉢꀋꉊꆍꏭꈁꉉꌠꌟꃅꀕ；12ꑠꃅ

ꄉ，ꆍꁳꉇꉻꊿꏭꌤꆿꊒꆽꀕꌠꃅꉆ

ꎻꄉ，ꊨꏦꑌꀋꇎꀋꂪꅍꀋꐥꀐ。 

们要更加勉励；11又要立志作安
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
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
的，12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
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
了。 

 

ꌋꑟꇁꂯꀐ 主的降临 
13ꉉꅷꊿꀀꑌꇴꀐꈧꌠꑟꇬꆏ，

ꆍꊇꊿꀉꁁꉘꇉꅍꀋꐥꈧꌠꌟꃅꉌꐒ

ꇁꎭꂵꏦꄉ，ꉪꊇꆹꃺꑌꊈꁳꅉꀋꐚ

ꎻꀋꏾ。14ꀋꄸꄷ，ꉪꊇꆹꑳꌠꌦꇈ

ꀱꐥꇁꌠꑇꑲꆏ，ꊿꑳꌠꈐꏭꄉꀀꑌ

ꇴꀐꈧꌠꑌꀋꎪꃅꑳꌠꌋꆀꐯꇯꄉꏃ

ꃅꌋꇱꏃꇁ。15ꉪꊇꀋꃅꌋꅇꂷꇬꈴ

ꄉꌤꐘꉉꆍꇰ：ꉪꊇꊿꇫꐥꅷꌋꇫꑟ

ꇀꄮꑟꋋꈨ，ꈍꃅꑌꊿꀀꑌꇴꀐꈧꌠ

ꂴꆽꐊꀋꄐ；16ꑞꃅꆏ，ꌋꊨꏦꀋꎪꃅ

ꉬꉎꇬꄉꀁꋌꐛꇁ，ꇳꃚꉓꃚꌋꆀꉬ

ꉎꊩꌺꌟꒉꃚꋒꇫꐊ，ꉈꑴꏃꃅꌋꉶ

ꁱꑌꇫꄏ；ꊿꏢꄖꇬꄉꌦꀐꈧꌠꀋꎪ

ꃅꂴꀱꐥꇁ。17ꋍꈭꐨꆏ，ꉪꊇꀋꌦ

ꃅꇫꋒꇈꋋꈨꀋꎪꃅꋀꈽꄉꌋꇱꐕꌊ

ꃅꄂꇬꃹꁧꇈ，ꃅꃴꇬꄉꌋꀕꆀꐮ

ꋒ，ꑠꃅꄉ，ꉪꊇꐩꋊꐩꍂꃅꌋꀕꆀ

ꐯꈽꄉꐥ，18ꑠꅹ，ꆍꊇꅇꂷꋋꈨꌌꐮ

ꏯꈐꊟꊋꊡꄡꑟ。 

13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
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
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
样。14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
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
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
来。15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
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
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
经睡了的人之先；16因为主必亲
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
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
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
复活。17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
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
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8所
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
慰。 

5 ꃺꑌꊈꀋ！ꉉꅷꃅꑍꄮꈉꃆꂮꑟ

ꇬꆹ，ꉢꉈꑴꄯꒉꁱꆍꁳꄻꀋꅐ 5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2因为你 

ꀐ，2ꑞꃅꆏ，ꌋꃅꑍꄹꉇꆹꌋꐓꏄꍿꇁ 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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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ꌟꃅꇫꑟꇁ。3ꊿꋬꂻꐥꅍꀋꐥꃅ

ꉉꑌꃅꄉꇬꆏ，ꉮꃤꆹꉘꀋꇉꄲꄷꇁꋀ

ꇭꀧꇬꌸ，ꀋꇊꆏ，ꆄꈻꌠꇁꌋꅪꀉꑳ

ꒅꂷꊝꌠꌡ；ꋀꊇꆹꈍꃅꑌꁈꁧꀋ

ꄐ。4ꄚ，ꃺꑌꊈꀋ！ꆍꊇꆹꆈꋧꋪꅉ

ꇬꐥꄉ，ꃅꑍꀊꋨꄮꏄꍿꇁꌠꌟꃅꆍ

ꄷꑟꇁꌠꀋꉬ。5ꆍꊇꐯꇯꁨꑭꌺꉬ，

ꐯꇯꂵꆧꌺꉬ，ꉪꊇꆹꈊꃀꃤꀋꉬ，ꆈ

ꏸꏷꅉꃤꑌꀋꉬ；6ꑠꅹ，ꉪꊇꌞꊿꀉ

ꁁꌟꃅꀀꑌꄡꇴꃅ，ꀀꐚꑓꄧꃅꋓꉪ

ꁨꄉꇬꎷ。7ꊿꀀꑌꇴꌠꆏ，ꈊꃀꀀ

ꑌꇴ；ꊿꎧꑱꌠꑌꈊꃀꎧꑱ。8ꄚ，ꉪ

ꊇꆹꂵꆧꃤꉬꑲꆏ，ꉪꊇꋓꉪꁨꄉꄡ

ꑟ，ꑇꐨꌋꆀꉂꐪꌌꉪꇭꀧꇬꀧꌋꃅ

ꌠꉦꏪꑣꃅꄉ，ꈭꋏꊌꉘꇉꐨꌌꐯꃃ

ꀎꇓꃅꄉꅑ。9ꑞꃅꆏ，ꏃꃅꌋꉪꊇ

ꋌꌌꎭꃚꍈꃅꏤꄉꌠꀋꉬꃅ，ꉪꊇꁳ

ꉪꌋ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ꈭꋏꊌꎻꃅꏤ

ꄉꌠ。10ꑳꌠꉪꊇꎁꃅꌦ，ꑠꃅꄉ，ꉪ

ꊇꀀꑌꑴꌦꄿꂿ、ꀀꑌꇴꀐꄿꂿ，ꐯ

ꇯꋌꈽꄉꐥ。11ꑠꅹ，ꆍꊇꅉꀕꃅꈀ

ꃅꌠꌟꃅ，ꐮꈐꊟꊋꊡ，ꐮꄖꐮꄻꄉ

ꐥꄡꑟ。 

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3人正
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
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
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
脱。4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
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
样。5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
的，也不是属幽暗的；6所以，
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谨守。7因为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
间醉。8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
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
头盔戴上。9因为神不是预定我
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
们主耶稣基督得救。10他替我们
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
都与他同活。11所以，你们该彼
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
素常所行的。 

 

ꄽꂫꇬꉙꅇꂘ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劝导和问安 
12ꃺꑌꊈꀋ！ꉪꊇꆍꏭꊿꆍꈬꄔ

ꄉꑘꎭꃣꅧꈧꌠꁌꒉꄣꅼꄷꇖꂟ，ꊿ

ꋋꈨꆹꌋꈐꏭꄉꆍꊇꏲꂠ、ꉙꂘꈧꌠ

ꉬ；13ꉈꑴꋀꊇꈀꃅꌠꌤꑘꐛꅹꃅ，ꆍ

ꊇꉂꏣꑌꄉꀊꅰꃅꋀꁌꒉ；ꆍꊇꑌꐮ

ꄮꐮꄻꃅꄉꐥ。14ꉢꉈꑴꃺꑌꊈꏭ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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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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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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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ꆍꑴꌠꊿꏦꀋꍬꌠꏭꅇꈪꊐ，ꊿ

ꉈꊰꑓꊰꌠꏭꈐꊟꊋꊡ，ꊋꁧꌗꁧꌠ

ꄕꄻ，ꉈꑴꋰꄿꃅꋍꏅꊝ。15ꆍꊇꋓ

ꉪꁨꄉ，ꈀꄸꉬꄿꂿ，ꄸꌌꄸꀱꀋꉆ；

ꆍꐮꊝꅀꆍꌞꊿꊝꄿꂿ，ꅉꀕꃅꂄꃅ

ꂄꌠꀉꄂꎹꈹꇬꎷ。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
的人，扶持软弱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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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善良。 

16ꅉꀕꃅꉌꇿꌶ，17ꀋꆏꃅꈼꂟꇬ

ꎷ，18ꌤꑞꉬꄿꂿ，ꏃꃅꌋꏭꈀꎭꀕꇬ

ꎷ，ꑞꃅꆏ，ꑠꆹꏃꃅꌋꏢꄖꑳꌠꇬꄉ

ꆍꏭꈁꏤꄉꌠꉪꐪꉬ。19ꌃꎔꒌꉌꐡ

ꅍꈔꋏꇬꄡꎭ；20ꅉꄜꊿꉙꅇꂘꅇꑠꉜ

ꄡꄸ；21ꄚ，ꌤꑞꉬꄿꂿ，ꌌꎖꉺꉚ

ꄉ，ꂄꌠꎔꌠꆏꌭꈬꃅꄉ；22ꌤꆿꄷꅠ

ꌠꆏꋓꉪꁨꄉꄡ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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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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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ꋬꂻꄻꊾꇖꌠꏃꃅꌋꊨꏦꆍꁳ

ꌃꇁꎔꐛꎻꅊꇈ。ꉈꑴꆍꒌꌋꆀ

ꆠ、ꇭꀧꐯꇯꀧꌋꃅꌠꊌꌐꄉ，ꉪꌋ

ꑳꌠꏢꄖꇫꑟꇀꄮꇬ，ꊨꀖꉆꅍꍈꀋ

ꐥꅊꇈ。24ꆍꊇꇳꍝꂶꌠꊇꅉꆹꀋꎪ

ꀋꑴꌠꉬ，ꋌꀋꎪꃅꌤꋋꈨꋌꃅ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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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主耶稣
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
责。24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25ꃺꑌꊈꀋ！ꆍꊇꑴꌠꉪꎁꃅꈼ

ꂟꅊꇈ。26ꃺꑌꈧꌠꁧꇉꇬꁬꄉꋀꏭ

ꋬꂻꄜ，ꀋꎪꃅꌃꎔꃅꐙꌶ。27ꉢꌋ

ꏭꄐꄉꆍꏭꉉ，ꄯꒉꋌꁬꀘꃺꑌꈀꐥ

ꌠꃅꇰ。 

25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26与众弟兄亲脸问安，务要圣
洁。27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
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28ꉪꌋꑳ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ꈽ

ꐥꅊꇈ。 
28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

你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