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ꄟꌒꇊꆀꏦꄯꒉꊁꁬꌠ 

帖撒罗尼迦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ꀧꇊ、ꑭꇁꌋꆀꄜꂿꄠꄯꒉꁱ

ꄟꌒꇊꆀꏦꑇꊿꏓꉻꁵ，ꑇꊿꏓ 
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

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 
ꉻꋋꂷꆹꏃꃅꌋꉪꀉꄉꌋꆀꌋꑳꌠꏢ

ꄖꈐꏭꐊꌠꉬ。2ꑆꊋ、ꋬꂻꑠꏃꃅ

ꌋꉪ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ꊇꊌ

ꅊꇈ。 

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2愿恩
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和主耶
稣基督归与你们。 

 

ꏢꄖꀱꇁꄮꇬꀞꇽꐨ 基督再来的审判 
3ꃺꑌꊈꀋ！ꉪꊇꆹꆍꒉꄸꃅꅉꀕ

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ꄡꑟ，ꋍꑠꊇꅉꇯ

ꆐꋭꌠꉬ；ꑞꃅꆏ，ꆍꊇꑇꐨꉌꊋꆹꐤ

ꅉꁦꎆꅉꑟ，ꉈꑴꆍꋍꏅꐮꉂꐮꅉꌠ

ꉌꃀꑌꇎꐯꇎ。4ꄷꀋꁧ，ꉪꊇꏃꃅ

ꌋꑇꊿꏓꉻꈧꌠꇬꄉꆍꎁꃅꈌꒉ，ꑞ

ꃅꆏ，ꆍꊇꆹꆼꍅꆹꆋꎬꅧꅍꈀꊝꌠꈬ

ꇬꄉ，ꄡꇗꋰꄿꌠꌋꆀꑇꐨꉌꊋꑌꑴ

ꌦ。5ꑠꆹꏃꃅꌋꊒꆽꀕꃅꀞꇽꌠꊫ

ꌐꄇꇖꀕꌠꉬ，ꆍꁳꏃꃅꌋꇩꌋꆀꐯ

ꋭꄎꂿꄷꄉ，ꆍꊇꆹꇩꋋꂷꒉꄸꃅꎭ

ꊝꅧꊝ。6ꏃꃅꌋꆹꊒꆽꀕꌠꉬꑲꆏ，

3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
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
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
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
足。4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
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
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
耐和信心。5这正是神公义判断
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
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6神
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
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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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ꀋꎪꃅꎬꅧꅍꌌꊿꆍꊇꋀꎼꎭꌶꅧ

ꌸꈧꌠꏭꀱ；7ꋋꑌꀋꎪꃅꆍꊇꊿꎭꌶ

ꅧꌸꋋꈨꁳꉪꊇꈽꄉꑬꆏꎻ。ꀊꋨꄮ

ꇬꆏ，ꌋꑳꌠꌋꆀꋍꊋꃤꐥꌠꉬꉎꊩ

ꌺꐮꐊꉬꉎꇬꃆꄔꉐꆂꈬꇬꄉꇫꅐ

ꇁ，8ꊿꏃꃅꌋꀋꌧ、ꉪꌋꑳꌠꌒꅇ

ꃅꀋꅲꈧꌠꏭꎭꃚꍈꇁ。9ꋀꊇꑗꉘ

ꊝꇁ，ꑗꉘꆹꋀꐩꋊꐩꍂꃅꈔꑍꄉ，ꋀ

ꊇꆹꌋꀑꑊꌋꆀꌋꌅꈌꊋꃤꁤꇅꀕꌠ

ꁨꑭꇬꄉꐞꁧꃅꑠꉬ。10ꀊꋨꄹꉇꆏ

ꌋꇫꑟꇁ，ꋋꆹꋍꌃꎔꌺꇭꀧꇬꄉꀑ

ꑊꁤꇅꀕꇁ；ꊿꋋꈁꑇꌠꆹꋋꒉꄸꃅ

ꋌꇰꈌꉛꀕꌐ（ꉪꊇꆍꏭꈀꌬꌠꅇꊪ

ꆍꑌꑇꀐ）。11ꑠꅹ，ꉪꊇꅉꀕꃅꆍ

ꎁꃅꈼꂟ，ꉪꏃꃅꌋꆹꆍꊇꋌꉜꌊꋌ

ꈀꇳꍝꄉꌠꋭꃅꄉꅊꇈ，ꉈꑴꊋꃤꀉ

ꒉꌠꌊꆍꇫꈁꁯꌠꂄꎔꈧꌠ、ꆍꇬꑅ

ꐛꅹꈀꃅꌠꌤꑘꈧꌠꉬꇮꋌꇱꃅꐛꌐ

ꅊꇈ。12ꑠꃅꑲꆏ，ꉪꊇꌋꑳꌠꂓꆹꆍ

ꊇꈬꄔꄉꀑꒉꑊꒉꊌꀐ，ꆍꊇꑌꋍꇭ

ꀧꇬꄉꀑꒉꑊꒉꊌ，ꋋꈨꉬꇮꃅꉪꏃ

ꃅꌋꀕꆀꌋꑳꌠꏢꄖꑆꊋꈴꄉꅐꇁꌠ

ꉬ。 

7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
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
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
中显现，8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
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9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
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
光。10主降临的那一日，他要在
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
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你们也
要在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们
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相信
了。11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
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
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
一切所羡慕的善良和一切因信
心所做的工夫，12叫我们主耶稣
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
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
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ꄹꏦꀋꐥꊿ 不法之人 

2 ꃺꑌꊈꀋ！ꉉꅷꌤꆿꉪꌋꑳꌠꏢ

ꄖꀱꇁꇈꉪꊇꋍꄷꏓꌠꃆꂮꑟꇬ 2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
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 

ꆏ，2ꉢꀋꃅꑠꃅꆍꏭꇖꂟ：ꒌꉬꄿ

ꂿ、ꅇꂷꉬꄿꂿ、ꄯꒉꉪꂓꎁꊐꄉ

ꁱꌠꉬꄿꂿ，ꌋꃅꑍꀋꃅꑟꇁꀐꃅꉉ

ꌠꐥꇬ，ꆍꊇꈝꐮꃅꉌꂵꇙꈧꄡꐺ，

集，2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
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
的日子现在到了（“现在”或作

“就”），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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ꃧꑌꃨꄡꆰ。3ꊿꏡꁈꑞꌌꌬꄿꂿ，

ꆍꊇꋌꁳꇱꊏꅰꅜꄡꎽ；ꑞꃅꆏ，ꃅꑍ

ꀊꋨꄮꑟꇁꂾ，ꀋꎪꃅꇗꅉꐞ、ꑇꇐ

ꁏꌠꌤꑠꐥ，ꄷꀋꁧ，ꊿꑽꃤꆈꒉꀕ

（ꑝꇂꉙꇬꆏ“ꄹꀋꐥꏦꀋꐥꊿ”ꃅꅑ），ꈔꑍꌺ

ꄷꑌꄹꂶꌠꇫꅐꇁꌠꉬ。4ꋌꌋꏭꄘ

ꑣ，ꋍꊨꏦꋌꐕꌊꌋꉬꄷꌠꈀꐥꌠ、

ꊿꇫꀍꃈꄚꌠꈀꐥꌠꄩꄉ，ꄷꀋꁧ，

ꋌꏃꃅꌋꑷꂿꇬꑌꄉ，ꊨꏦꆹꏃꃅꌋ

ꉬꄷꉉ。5ꉢꆍꄷꐤꄮꇬ，ꌤꋋꈨꉢꉉ

ꆍꇰꋺꌠꆍꋌꀋꎺꀐꅀ？6ꀋꃅꋋꏢꋌ

ꇋꌠ、ꋌꁳꃅꑍꑞꄮꇬꑲꆀꇫꅐꇁꉆ

ꎻꌠꆹꑞꉬꌠ，ꋍꑠꆍꑌꅉꐚꀐ。7ꑞ

ꃅꆏ，ꄹꀋꁨꏦꀋꁨꌠꂁꌤꆹꇙꈧꐺ

ꀐ，ꄚ，ꀋꃅꇫꏢꇬꇋꂷꐥꑴꌦ，ꊁ

ꆏ，ꇫꏢꇬꇋꂶꌠꎞꌊꁧ，8ꀊꋨꄮꇬ

ꆏ，ꊿꄹꀋꁨꏦꀋꁨꀊꋨꂷꀋꎪꃅꅔ

ꁖꇁ，ꌋꑳꌠꋍꈂꀸꇬꌗꌌꊿꋋꂷꋌ

ꇱꈔꋏꇫꎭ，ꀁꋌꐛꇁꌠꀑꑊꌊꊿꋋ

ꂷꋌꇱꀜꋊꇫꎭ。9ꊿꄹꀋꁨꏦꀋꁨ

ꋋꂷ，ꌑꄉꊋꃤꇬꈴꄉ，ꋍꑞꋍꑵꄐ

ꐨꇣꋲꌠ、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

ꂵꌋꃶꀋꐚꌠꑠꃅ，10ꄷꀋꁧ，ꊿꈔꑍ

ꈧꌠꇭꀧꇬꄉꋍꑞꋍꑵꀋꑗꀋꉬꌠꑠ

ꏂꇫ；ꑞꃅꆏ，ꋀꊇꆹꇗꅉꃶꐚꌠꉂꄉ

ꋀꁳꈭꋏꊌꎻꌠꑠꋀꇬꀋꊪ。11ꑠ

ꅹ，ꏃꃅꌋꆹꉌꃀꆹꑽꆽꀠꌠꇫꅐꇁꑠ

ꂷꄻꋀꁳꄉ，ꋀꁳꈱꅇꏅꅇꑠꑇꎻ，

12ꑠꃅꄉ，ꊿꇗꅉꃶꐚꌠꀋꑇꃅ，ꀱꌊ

ꀋꑗꀋꉬꌠꑠꉌꃹꈧꌠꉬꇮꃅꌌꑽꃤ

ꏤꌐ。 

慌。3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
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
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
有那大罪人（原文作“不法者”），就
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4他是
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
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
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
是神。5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
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
们不记得吗？6你们也知道，那
现在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
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7因
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
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
拦阻的被除去，8那时这不法的
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
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9这不法的人来，是照
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10并
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
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11故
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
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12使一
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
人，都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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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ꋏꑆꊋꒉꄸꃅꌊꄻꄉ 为救恩被拣选 
13ꌋꆍꉂꌠꃺꑌꊈꀋ！ꉪꊇꀕꅉ

ꆹꆍꊇꐛꅹ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ꇬꎷꄡ

ꑟ；ꑞꃅꆏ，ꏃꃅꌋꆍꊇꋌꇱꌊꄻꄉ

ꌌꂶꂷꇬꂾꅑꌠꄻ（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ꉘꃀ

ꇬꇯꆐꆍꊇꋌꇱꌊꄻꄉ”ꃅꅑ），ꆍꁳꇗꅉꇯꍝ

ꌠꑇꐛꅹ，ꉈꑴꌃꎔꒌꇱꌵꉌꐡꄉꌃ

ꇁꎔꐛ，ꈭꋏꊌꄎꎻ。14ꑠꅹ，ꏃꃅꌋ

ꉪꈁꁊꌠꌒꅇꇇꄧꈴꄉꆍꊇꇳꍝꌠ

ꆹ，ꆍꁳꉪꌋꑳꌠꏢꄖꀑꒉꑊꒉꊌꎻ

ꂿꄷꌠ。15ꑠꃅꑲꆏ，ꃺꑌꊈꀋ！ꆍꊇ

ꉆꈬꉆꈈꃅꄉ，ꆍꊇꈀꊪꊊꌠꉙꅇꂘ

ꅇꉪꉉꆍꇰꌠꉬꄿꂿ，ꁱꆍꁳꈧꌠꉬ

ꄿꂿ，ꏟꈯꀕꃅꇬꍪ。 

13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
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
拣选了你们作初结的果子（有古

卷作“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
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能以得救。14神借着
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召你
们来分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
耀。15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
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
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
的，都要坚守。 

16ꏃꃅꌋꆹꉪꊇꉂ，ꋌꂄꃅꄉꐩꋊ

ꐩꍂꉌꌒꄀꅍ、ꎔꇁꃨꌠꉘꇉꅍꋌꄻ

ꉪꇖ。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ꌋꑳꌠꏢ

ꄖꑋ，17ꆍꉌꃀꉌꌒꄀ，ꉈꑴꈁꉉꈀꃅ

ꌠꌤꂄꃪꌠꇬꄉꆍꁳꈫꈈꎻꅊꇈ。 

16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
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
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
17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
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ꉪꊇꎁꃅꈼꂟ 为我们祷告 

3 ꃺꑌꊈꀋ！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

ꌦ，ꆍꊇꑴꌠꉪꊇꎁꃅꈼꂟꄉ， 3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
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 

ꌋꇗꅉꁳꆍꈬꄔꇬꄉꄜꁊꌠꌟꃅ，ꐳ

ꃅꁊꈴꄉꀑꒉꑊꒉꊌꎻ；2ꉈꑴꉪꁳꊿ

ꄸꇗꀋꁨꏦꀋꁨꌠꇇꈐꄉꐞꇁꎻ；ꑞ

ꃅꆏ，ꊿꉬꇮꑇꐨꉌꊋꑌꌐꌠꀋꉬ。

3ꄚ，ꌊꆹꀋꎪꀋꑴꌠ，ꆍꁳꈫꈈꎻ，ꆍ

ꋌꀧꌋꃅꌊꄷꅠꂶꌠꄷꄉꐞꇁ。4ꆍ

ꊇꃆꂮꃅꄉꇬ，ꉪꊇꌋꉘꇉꄉꇬꑅꐯ

ꇬꑅꌠꆏ，ꆍꊇꀋꃅꉪꊇꆍꏭꈁꉉꌠ

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
在你们中间一样；2也叫我们脱
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
都是有信心。3但主是信实的，
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
恶者（或作“脱离凶恶”）。4我们靠主
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
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5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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ꍬ，ꊁꑌꀋꎪꃅꇬꍪꌠꉬ。5ꌋꆍꉌꃀ

ꈭꏃꈜꏁꄉ，ꆍꁳꏃꃅꌋꉂ、ꏢꄖꋰ

ꄿꌠꌷꎻꅊꇈ。 

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
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ꊿꐵꑷꌠꏭꅇꈪꊐ 警告闲懒 
6ꃺꑌꊈꀋ！ꉪꊇꌋꑳꌠꏢꄖꂓꄜ

ꄉꆍꏭꉉ，ꃺꑌꎽꇑꃏꆹ、ꉪꊇꄻꋀ

ꂘꌠꃷꋪꏦꃤꋀꇬꀋꍬꌠꑠꆏ，ꆍꊇ

ꋋꌋꆀꋍꈜꄡꇁꄡꑟ。7ꆍꊨꏦꑴꅉ

ꆹꈍꃅꉪꊇꌷꄡꑟꌠꆍꅉꐚ；ꑞꃅꆏ，

ꉪꊇꆍꈬꄔꐥꇬ，ꎽꇑꃏꆹꃅꀕꀋꋻ，

8ꀈꈥꀕꃅꌞꋚꑌꋠꀋꋻ；ꀱꌊꆍꈀꄸ

ꂷꐙꄏꏦꄉ，ꉪꊇꑍꇁꌋꀋꐥꃅꑘꎭ

ꃣꅧꄉꌤꃅ。9ꋍꑠꆹꉪꊇꌅꈌꀋꐥꌠ

ꒉꄸꀋꉬꃅ，ꌶꀠꄻꆍꀦꄉ，ꆍꁳꉪ

ꊇꌷꎻꂿꄷꌠ。10ꉪꊇꆍꄷꐤꄮꇬ，

ꉉꆍꇰꋺ，ꀋꄸꄷꊿꌤꃅꀋꅲꌠꐥꑲ

ꆏ，ꋋꆹꋙꋠꀋꉆꄷ。11ꑞꃅꆏ，ꉪꊇ

ꈨꇁꇬ，ꆍꈬꄔꊿꎽꇑꃏꆹ，ꌤꑞꑌꀋ

ꃅꀕ，ꀱꌊꌞꌤꁁꀕꉌꐺꌠꑠꐥꄷ。

12ꉪꊇꌋꑳꌠꏢꄖꉘꇉꄉꊿꋍꑠꏭꉉ，

ꊿꋍꑠꏭꅇꈪꊐ，ꌕꈈꀕꃅꌤꃅ，ꋚ

ꊨꏦꃤꋠꄷ。13ꄚ，ꃺꑌꊈꀋ！ꆍꊇ

ꆏꌤꂄꎔꌠꃅꌠꉪꐨꑠꇤꇬꄡꎭ。

14ꀋꄸꄷ，ꊿꉪꄯꒉꋌꁬꇬꅇꂷꋀꇫ

ꅇꃅꀋꅲꌠꐥꑲꆏ，ꈀꄸꂷꉬꌠꎺꄉ，

ꇫꄡꑌꄡꑴꃅꋍꊨꏦꁳꑊꏦꎲꄏꎻ；

15ꄚ，ꋌꌊꆍꁮꐚꃅꄡꄉ，ꃺꑌꌟꃅꋍ

ꏭꅇꈪꊐ。 

6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
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
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
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7你们
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
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
尝不按规矩而行，8也未尝白吃
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
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9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
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
法我们。10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
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
肯做工，就不可吃饭。11因我们
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
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
专管闲事。12我们靠主耶稣基督
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
做工，吃自己的饭。13弟兄们，
你们行善不可丧志。14若有人不
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
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
愧；15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
他如弟兄。 

 

ꄽꂫꇬꋬꂻꄜꅇ 祝福 
16ꋬꂻꄻꊾꇖꌠꌋꈍꄮꇬꉬꄿ 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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ꂿ、ꑞꌤꉬꄿꂿꊨꏦꋬꂻꄻꆍꇖꅊ

ꇈ。ꌋꅉꀕꃅꆍꊇꋍꏅꌋꆀꐯꈽꐥ

ꅊꇈ。17ꉢꀧꇊꇇꐛꄉꄯꒉꁱꌊꆍꏭ

ꋬꂻꄜ。ꄯꒉꉢꈀꁱꌠꃅꌐꂷꑠꄀ

ꄉ，ꉠꁱꑟꆹꑠꃅꐙꌠꉬ。18ꉪꌋꑳ

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ꋍꏅꈽꐥꅊ

ꇈ。 

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
众人同在。17我保罗亲笔问你们
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
的笔迹就是这样。18愿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