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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使徒保罗，西拉和提摩太与他一同问安(1:11:11:11:1), 在信的末尾提到保罗亲自署

名(3:173:173:173:17)。早期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士认为这封信是保罗所写，这些人包括：亚历

山大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200年],德尔图良 （Tertullian）

[公元200年],以及爱任纽（Irenaeus）[公元200年]。 

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 它是罗马帝国管辖的马其顿省中最大的城市，也是该省的首府。

坐落在伊格那修大道上，这条大道是从罗马通向其他东部省份的管道，该城则是那

里的商业贸易中心。今日，那里被称为塞萨洛尼基或萨罗尼迦。 

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7:1 17:1 17:1 17:1----9999中记载了该教会的建立。那是在保罗第二次的

传道之旅中，他和同伴（西拉和提摩太）离开腓立比经过暗妃坡里、亚波罗尼亚，

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按着保罗的惯例，他马上找到会堂，并与那里的犹太人一连三

个安息日，就耶稣基督而辩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还包括许多虔敬的希腊人

和尊贵的妇女。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在城中引起鼓噪。使得保罗和西拉不

得不在夜间悄悄往庇哩亚去。 

虽然开始的兆头不好，但是一个坚固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建立了起来 (参见 1:21:21:21:2----

10101010)。教会里大多是外邦人 (参见 1:91:91:91:9),其成员包括耶孙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7:9 17:9 17:9 17:9),亚里

达古，西公都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20:4 20:4 20:4 20:4)。该教会在此之前已经收到过一封信 (帖撒罗尼帖撒罗尼帖撒罗尼帖撒罗尼

迦前书迦前书迦前书迦前书)。 

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 帖撒罗尼迦后书可能是在前书写成后的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写

的。依次推测这封信保罗在第二次传道之旅期间停留在哥林多时写的，(参见 使使使使

徒行传徒行传徒行传徒行传 18:1 18:1 18:1 18:1----11111111),时间约在公元公元公元公元53 53 53 53 年年年年。 

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 第一封书信是当保罗在雅典派提摩太立即去到帖撒罗尼迦之后，他针

对提摩太带回来的消息而写的一封信 (参见 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3:13:13:13:1----3,63,63,63,6)。保罗因得

知他们虽受迫害但仍信心坚定，而感到振奋，他勉励他们说，主将要来临，当要圣

洁 (参见 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3:12 3:12 3:12 3:12----13; 5:2313; 5:2313; 5:2313; 5:23)。 

从第二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虽受迫害但是信主的心仍然坚定 (参见 1:31:31:31:3----4444)。可是

很明显，他们错误认为主已经降临出现在教会中。有些人因假消息而惊慌 (参见

2:12:12:12:1----2222)；另一些人停止了做工，也许他们认为主既然马上就要来，那么就不必再

做工了(参见 3:113:113:113:11----12121212)。 

保罗写这封信有三个目的： 

   * * * * 鼓励他们在迫害中信心坚定鼓励他们在迫害中信心坚定鼓励他们在迫害中信心坚定鼓励他们在迫害中信心坚定    

   * * * * 更正他们关于主将要来到的理解错误更正他们关于主将要来到的理解错误更正他们关于主将要来到的理解错误更正他们关于主将要来到的理解错误 

   * * * * 教导会众如何惩戒那些拒绝做工的人教导会众如何惩戒那些拒绝做工的人教导会众如何惩戒那些拒绝做工的人教导会众如何惩戒那些拒绝做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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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主旨信的主旨信的主旨信的主旨:::: 为了更正他们对于主再来的理解上的错误，保罗解释到主并不是马上

就来 (参见 2:12:12:12:1----3333)。因此他要求他们必须继续坚定忍耐。所以，这封信的主旨可

归纳为： 

““““信心坚定信心坚定信心坚定信心坚定，，，，等候主来等候主来等候主来等候主来”””” 

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 : : : 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 2:15 2:15 2:15 2:15----17171717 

““““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凡所领受的教训凡所领受的教训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不拘是我们口传不拘是我们口传不拘是我们口传

的的的的，，，，是信上写的是信上写的是信上写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都要坚守都要坚守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开恩将开恩将开恩将开恩将

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    神神神神，，，，安慰你们的心安慰你们的心安慰你们的心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并且在一并且在一并且在一

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1 (1:1 (1:1 (1:1----2)2)2)2) 

1. 问安 (1111节节节节) 

2. 问候 (2222节节节节) 

I.I.I.I. 患难中的鼓励患难中的鼓励患难中的鼓励患难中的鼓励 (1:3 (1:3 (1:3 (1:3----12)12)12)12) 

A.A.A.A. 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 (1:3 (1:3 (1:3 (1:3----4)4)4)4) 

1. 因你们信心增长，爱心充足而感谢神 (1:31:31:31:3) 

2. 向他人夸赞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1:41:41:41:4) 

B.B.B.B. 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    (1:5(1:5(1:5(1:5----10)10)10)10) 

1. 患难叫他们配得神的国 (1:51:51:51:5) 

2. 神报应那加患难给他们的人 (1:61:61:61:6) 

3. 这事将在耶稣从天上显现时发生 (1:71:71:71:7----10101010)         

C.C.C.C. 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 (1:11 (1:11 (1:11 (1:11----12)12)12)12) 

1. 愿神看他们配得上所蒙的召 (1111章章章章1111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愿神用大能成就他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111章章章章11111111节节节节

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后半部分) 

3. 愿耶稣的名在他们身上得荣耀，他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著神并基督的

恩 (1:121:121:121:12) 

II.II.II.II. 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 (2:1 (2:1 (2:1 (2:1----17)17)17)17) 

A.A.A.A. 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要惊慌 (2:1 (2:1 (2:1 (2:1----2)2)2)2) 

1. 关于主的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2:12:12:12:1) 

2. 听到假信息，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 (2:22:22:22:2) 

B.B.B.B. 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 (2:3 (2:3 (2:3 (2:3----12)12)12)12) 

1.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发生，那大罪人也要显露出来 (2222:3:3:3:3----5555) 

2. 那大罪人现在正被拦阻，但是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2:62:62:62:6----7777) 

3. 当这不法的人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降临来灭绝废掉他 (2:82: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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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将误导那些不爱真理的人 (2:92:92:92:9----12121212) 

C.C.C.C. 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 (2:13 (2:13 (2:13 (2:13----17)17)17)17) 

1. 感谢神，因为他拣选了他们，藉福音召他们得著荣光，叫他们因信真道，又

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2:132:132:132:13----14141414) 

2. 叫他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

守 (2:152:152:152:15) 

3. 祷告求神安慰他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他们 (2:162:162:162:16----17171717) 

III.III.III.III. 劝勉过基督徒的生活劝勉过基督徒的生活劝勉过基督徒的生活劝勉过基督徒的生活 (3:1 (3:1 (3:1 (3:1----15)15)15)15) 

A.A.A.A. 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    (3:1(3:1(3:1(3:1----5)5)5)5) 

1. 请求他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叫保罗脱离恶人的手 (1111----2222节节节节) 

2. 表达对主的信心，深信他们是顺服的 (3333----4444节节节节) 

3. 祷告求主引导他们的心，叫他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3:53:53:53:5) 

B.B.B.B. 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    (3:6(3:6(3:6(3:6----15)15)15)15) 

1. 远离那些不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效法使徒榜样的人 (3:63:63:63:6----9999) 

2. 尤其是不肯做工的 (3:103:103:103:10----12121212) 

3. 行善不可厌倦，若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不要和他交往 (3:133:133:133:13----15151515)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3:16 (3:16 (3:16 (3:16----18)18)18)18) 

1. 愿主赐平安给他们，常与他们同在 (3:163:163:163:16) 

2. 证实这封信是他所写 (3:173:173:173:17) 

3.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他们众人同在 (3:183:183:183:18) 

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 

1) 1) 1) 1) 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 

   - 保罗的第二次传道之旅 

2) 2) 2) 2) 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圣经中哪个地方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 

   - 使徒行传 17:1-9 

3) 3) 3) 3) 保罗给该会众写了哪两封信保罗给该会众写了哪两封信保罗给该会众写了哪两封信保罗给该会众写了哪两封信？？？？ 

   -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4) 4) 4) 4) 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    

   - 在哥林多，公元53年左右 

5) 5) 5) 5) 这两封信相隔多长这两封信相隔多长这两封信相隔多长这两封信相隔多长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 几个月，也许一年 

6) 6) 6) 6) 保罗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后书 ( ( ( (见见见见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 

   - 鼓励他们在迫害中信心坚定 

   - 更正他们关于主将要来到的理解错误 

   - 教导会众如何惩戒那些拒绝做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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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7) 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这封信的主旨可以归纳为什么？？？？ 

   - 信心坚定，等候主来 

8) 8) 8) 8) 这封信的重点章节是什么这封信的重点章节是什么这封信的重点章节是什么这封信的重点章节是什么？？？？ 

   - 帖撒罗尼迦后书 2:15-17 

9) 9) 9) 9) 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三个主要部分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三个主要部分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三个主要部分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三个主要部分？？？？ 

   - 患难中的鼓励 (第一章) 

   - 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 (第二章) 

   - 劝勉过基督徒的生活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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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注意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灵命成长发展中体现出的美善 

2) 找出当基督再来时要发生哪些事，他将报应什么人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和第一封书信一样，保罗和西拉、提摩太一同向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问安，并为他

们祈求恩典和平安 (1111----2222节节节节)。 

保罗提到他应该常常感谢神，因为他们的信心增长，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充足。他深

为此感动，所以他向其他的教会夸赞他们在逼迫患难中所存的忍耐和信心 (3333----4444

节节节节)。 

接着保罗鼓励在患难中的他们，提醒他们神的公义审判。因为他们受苦，使他们配

得神的国，神的公义必将患难报应那些加患难给他们的人，使他们与保罗等人同得

平安。到那时，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

不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些人要遭惩罚，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基督在那日

要得荣耀，并且得到所有信徒的赞美 (5555----10101010节节节节)。 

讲到这里，保罗为他们祷告，他希望神看他们配得上所蒙的召，愿神用大能成就神

的良善和他们靠着信心所做的事，并愿主的名在他们身上得荣耀，叫他们也得着主

的荣耀，都照着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1 (1 (1----2222节节节节)))) 

A.A.A.A. 问安问安问安问安 (1 (1 (1 (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1. 来自保罗 

2. 还有西拉和提摩太 

B.B.B.B. 问候问候问候问候 (1 (1 (1 (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2222节节节节)))) 

1. 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愿恩惠、平安从神和耶稣归与他们 (2222节节节节) 

II.II.II.II. 患难中的鼓励患难中的鼓励患难中的鼓励患难中的鼓励    (3(3(3(3----12121212节节节节)))) 

A.A.A.A. 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为他们灵命的长进而感恩    (3(3(3(3----4444节节节节)))) 

1. 这本是合宜的 

a. 因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333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他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333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甚至保罗和他的同伴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他们夸口 (4444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因他们忍耐和信心 (4444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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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忍耐 (4444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B.B.B.B. 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鼓励他们在患难中要知道主的再临    (5(5(5(5----10101010节节节节)))) 

1. 他们受苦正是那将要到来的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5555节节节节----777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a. 这公义判断叫他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5555节节节节) 

b. 在这公义判断中神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他们的人 (6666节节节节) 

c. 这公义判断也必使他们得平安 (777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这公义判断发生时，时，主耶稣从天上显现 (777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9999节节节节) 

a. 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火焰中，要报应…… (777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8888节第一部节第一部节第一部节第一部

分分分分) 

1) 那不认识神的人 (8888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8888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b.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9999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1) 离开主的面 (9999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离开他权能的荣光 (9999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3. 这正是主降临那日子…… (10101010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10101010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 (10101010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 因为保罗对他们作的见证，他们也信了 (10101010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C.C.C.C. 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    (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1. 愿神…… 

a. 看他们配得上所蒙的召 (1111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用大能成就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111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照着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a. 叫主耶稣的名在他们身上得荣耀 (1212121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叫他们也在主耶稣身上得荣耀 (1212121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介绍 (1-2节) 

   - 患难中的鼓励 (3-12节) 

2) 2) 2) 2) 谁与保罗一同写的这封信谁与保罗一同写的这封信谁与保罗一同写的这封信谁与保罗一同写的这封信？？？？(1(1(1(1节节节节)))) 

   - 西拉和提摩太 

3) 3) 3) 3) 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的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的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的保罗如何称呼该教会的？？？？(1(1(1(1节节节节)))) 

   - 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4) 4) 4) 4) 保罗为他们常常感谢神的两个原因是什么保罗为他们常常感谢神的两个原因是什么保罗为他们常常感谢神的两个原因是什么保罗为他们常常感谢神的两个原因是什么？？？？(3(3(3(3节节节节)))) 

   - 因为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 因为他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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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保保保保罗向神的各教会夸赞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罗向神的各教会夸赞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罗向神的各教会夸赞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罗向神的各教会夸赞帖撒罗尼迦人的什么？？？？(4(4(4(4节节节节)))) 

   - 夸他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6) 6) 6) 6) 他们受苦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受苦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受苦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受苦的结果是什么？？？？(5(5(5(5节节节节)))) 

   - 可算配得神的国 

7) 7) 7) 7) 神认为做什么事是公义的神认为做什么事是公义的神认为做什么事是公义的神认为做什么事是公义的？？？？(6(6(6(6节节节节)))) 

   - 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他们的人 

8) 8) 8) 8) 当主从天上显现当主从天上显现当主从天上显现当主从天上显现，，，，那些受患难的人将得到什么那些受患难的人将得到什么那些受患难的人将得到什么那些受患难的人将得到什么？？？？(7(7(7(7节节节节)))) 

   - 与保罗他们同得平安 

9) 9) 9) 9) 当耶稣从天上显现时当耶稣从天上显现时当耶稣从天上显现时当耶稣从天上显现时，，，，谁会同他在一起谁会同他在一起谁会同他在一起谁会同他在一起？？？？(7(7(7(7节节节节)))) 

   - 有能力的天使 

10) 10) 10) 10) 耶稣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谁耶稣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谁耶稣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谁耶稣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谁？？？？(8(8(8(8节节节节)))) 

    - 不认识神的人 

    - 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11) 11) 11) 11) 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惩罚？？？？(9(9(9(9节节节节)))) 

    - 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12) 12) 12) 12) 当耶稣来临时当耶稣来临时当耶稣来临时当耶稣来临时，，，，在他的身上要发生哪两件事在他的身上要发生哪两件事在他的身上要发生哪两件事在他的身上要发生哪两件事？？？？(10(10(10(10节节节节)))) 

    - 他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 他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 

13) 13) 13) 13)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五件事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五件事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五件事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祈求哪五件事？？？？(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 愿神看他们配得上所蒙的召 

- 愿神成就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  愿神成就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 愿神叫主耶稣的名在他们身上得荣耀 

    - 愿叫他们在主耶稣身上得荣耀 
 

 

 

    

    

    

    

    

    

    

    

    

    

    



 

 8 

《《《《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察看关于主来临时要灭绝的“大罪人”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事 

2) 思考那些不爱真理的人是如何使自己受到大罪人的欺骗的 

3) 看清神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很明显，保罗听到消息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人错误以为基督来临的日子已经到

了，也就是说立即就到。为了让他们确知事实并非如此，保罗让他们回想起那些当

他还和他们在一起时曾告诉过他们的话。那就是，在基督来临前先要有背道反教的

事，并且有大罪人要显现 (1111----3333节节节节)。接着保罗描述了这个大罪人，解释说此人目

前正遭阻拦不会显现。当那拦阻他的被除去，这大罪人就要显现，而主将用自己的

降临来灭绝他 (4444----8888节节节节)。随后保罗有进一步描述了这不法的人，他来是照着撒但

的运动，他要用各种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奇事欺骗那些不爱真理的人。故此，神也

要给这些不爱真理的人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相信虚谎，因不信真理反倒喜欢

不义而被定罪 (9999----12121212节节节节)。 

至于帖撒罗尼迦人，保罗感谢神拣选了他们，叫他们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

圣洁，从而得救。神已经藉着福音召了他们，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13131313----14141414

节节节节)。因此保罗劝他们要站立得稳，坚守那些或言传或写信教导给他们的事，并祈

求耶稣和父神安慰他们的心，并在一切善言善行上坚固他们 (15151515----17171717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    (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A.A.A.A. 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要惊慌    (1(1(1(1----2222节节节节)))) 

1. 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1111节节节节) 

2. 藉假消息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2222节节节节) 

B.B.B.B. 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背道反教的事要先来到    (3(3(3(3----12121212节节节节)))) 

1. 在主的日子到来以前…… 

a.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333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有那大罪人（不法的人)，显露出来 (3333----4444节节节节) 

1) 沉沦之子 (333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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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他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4444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 保罗还在他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他们 (5555节节节节) 

2. 那大罪人现在正被阻拦 (6666----7777节节节节) 

a. 他们也知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 (666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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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666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 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777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d.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777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当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8888----12121212节节节节) 

a. 主耶稣要…… 

1) 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8888节前半节前半节前半节前半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2)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8888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 这不法的人来…… 

1) 是照撒但的运动 (9999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9999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10101010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10101010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使他们得救 (10101010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c. 故此…… 

1)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1111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a) 叫他们信从虚谎 (1111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 使他们被定罪 (1212121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因为他们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 (1212121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II.II.II.II. 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    (13(13(13(13----17171717节节节节)))) 

A.A.A.A. 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并要求他们当信心坚定并要求他们当信心坚定并要求他们当信心坚定并要求他们当信心坚定 (13 (13 (13 (13----15151515节节节节)))) 

1. 该常感谢神 (13131313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他从起初拣选了他们，使他们能以得救 (13131313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1) 叫他们信真道 (13131313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2)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13131313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b. 神召他们到这地步 (14141414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1) 藉着福音 (14141414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好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14141414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2. 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都要坚守 (15151515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不拘是口传的 (15151515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是信上写的 (15151515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B.B.B.B.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 (16 (16 (16 (16----17171717节节节节)))) 

1. 但愿主耶稣和我们的父神 (11116666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那爱我们的 (16161616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曾开恩并赐给我们……(16161616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1) 永远的安慰 

2) 美好的盼望 

2. 安慰你们的心 (1717171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1717171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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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启迪主将来临的含义 (1-12节) 

   - 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 (13-17节) 

2) 2) 2) 2) 保罗此刻要告诉他们哪两件事保罗此刻要告诉他们哪两件事保罗此刻要告诉他们哪两件事保罗此刻要告诉他们哪两件事？？？？(1(1(1(1节节节节)))) 

   - 主耶稣基督降临 

   - 我们到主那里聚集 

3) 3) 3) 3) 保罗希望他们不要为了什么事而惊慌保罗希望他们不要为了什么事而惊慌保罗希望他们不要为了什么事而惊慌保罗希望他们不要为了什么事而惊慌？？？？(2(2(2(2节节节节)))) 

   - 以为基督的日子已经到了 

4444) ) ) ) 在那日子到来之前必定发生哪两件事在那日子到来之前必定发生哪两件事在那日子到来之前必定发生哪两件事在那日子到来之前必定发生哪两件事？？？？(3(3(3(3节节节节)))) 

   - 离道反教 

   - 有大罪人显露出来 

5) 5) 5) 5) 列举对列举对列举对列举对““““大罪人大罪人大罪人大罪人””””的种种描述的种种描述的种种描述的种种描述    (3(3(3(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4444节节节节)))) 

   - 沉沦之子 

   - 他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 他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6) 6) 6) 6) 保罗曾将这些事告诉过帖撒罗尼迦人吗保罗曾将这些事告诉过帖撒罗尼迦人吗保罗曾将这些事告诉过帖撒罗尼迦人吗保罗曾将这些事告诉过帖撒罗尼迦人吗？？？？(5(5(5(5节节节节)))) 

   - 告诉过 

7) 7) 7) 7) 他们知道是什么拦阻了那大罪人不让他显现吗他们知道是什么拦阻了那大罪人不让他显现吗他们知道是什么拦阻了那大罪人不让他显现吗他们知道是什么拦阻了那大罪人不让他显现吗？？？？(6(6(6(6节节节节)))) 

   - 知道 

8) 8) 8) 8) 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时什么已经发动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时什么已经发动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时什么已经发动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时什么已经发动？？？？(7(7(7(7节节节节)))) 

   - 不法的隐意 

9) 9) 9) 9) 那拦阻的要拦阻多那拦阻的要拦阻多那拦阻的要拦阻多那拦阻的要拦阻多久久久久？？？？(7(7(7(7节节节节)))) 

   - 直到他被除去 

10) 10) 10) 10) 主将怎么对待那不法的人主将怎么对待那不法的人主将怎么对待那不法的人主将怎么对待那不法的人？？？？(8(8(8(8节节节节)))) 

    - 主将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 主将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11) 11) 11) 11) 那不法的人来是按照谁的意思那不法的人来是按照谁的意思那不法的人来是按照谁的意思那不法的人来是按照谁的意思？？？？什么会随着那不法的人而来什么会随着那不法的人而来什么会随着那不法的人而来什么会随着那不法的人而来？？？？(9(9(9(9----10101010节节节节)))) 

    - 照撒但的运动 

    -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12) 12) 12) 12) 谁会被这不法的人欺骗谁会被这不法的人欺骗谁会被这不法的人欺骗谁会被这不法的人欺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10(10(10(10节节节节)))) 

    - 沉沦的人 

    -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13) 13) 13) 13) 因此神将就给了他们什么因此神将就给了他们什么因此神将就给了他们什么因此神将就给了他们什么？？？？(11(11(11(11节节节节)))) 

    - 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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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14) 14) 保罗保罗保罗保罗说神这样做的两个目的是什么说神这样做的两个目的是什么说神这样做的两个目的是什么说神这样做的两个目的是什么？？？？(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 叫他们信从虚谎 

    - 叫他们被罪 

15) 15) 15) 15) 谁会遭受这样的事谁会遭受这样的事谁会遭受这样的事谁会遭受这样的事？？？？(12(12(12(12节节节节)))) 

    - 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 

16) 16) 16) 16) 神如何拣选帖撒罗尼迦人使他们能以得就神如何拣选帖撒罗尼迦人使他们能以得就神如何拣选帖撒罗尼迦人使他们能以得就神如何拣选帖撒罗尼迦人使他们能以得就？？？？(13(13(13(13节节节节)))) 

    - 叫他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17) 17) 17) 17) 神如何召他们神如何召他们神如何召他们神如何召他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14(14(14(14节节节节)))) 

    - 藉福音召他们 

    - 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18) 18) 18) 18) 保罗给了他们那两个劝告保罗给了他们那两个劝告保罗给了他们那两个劝告保罗给了他们那两个劝告？？？？(15(15(15(15节节节节)))) 

    - 要站立得稳Stand fast 

    - 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19) 19) 19) 19) 保罗提到神和耶稣赐给了我们哪两样东西保罗提到神和耶稣赐给了我们哪两样东西保罗提到神和耶稣赐给了我们哪两样东西保罗提到神和耶稣赐给了我们哪两样东西？？？？(16(16(16(16节节节节)))) 

    - 永远的安慰 

    - 美好的盼望 

20) 20) 20) 20)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祈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祈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祈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祈求，，，，愿耶稣和神做什么事愿耶稣和神做什么事愿耶稣和神做什么事愿耶稣和神做什么事？？？？    (17(17(17(17节节节节)))) 

    - 安慰他们的心 

    - 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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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注意到祷告在传扬神的道并帮助弟兄灵命增长上的重要性 

2) 察看在地区教会中惩戒的目的和方式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在最后的一章中我们首先看到保罗恳切为自己祷告，愿主的道理快快传开，得着荣

耀，也叫他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 (1111----2222节节节节)。他深信主要坚固他们，保护他们脱离

那恶者，他也深信他们将遵行他所吩咐他们的话 (3333----4444节节节节)。随后他祈求主引导他

们的心，叫他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5555节节节节)。 

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谈，那便是若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保罗所领受的教

训，就必须惩戒他。保罗提醒他们，当他与他们在一起时，他自己昼夜劳碌的例

子。他嘱咐说，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6666----10101010节节节节)。保罗听说他们中间有

些人什么工也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他劝勉这些人要安心做工，吃自己的饭。如果

他们不听，其他人就要注意这些人，不和他们交往，叫他们自觉惭愧。但是惩戒时

要劝他们如兄弟，而不是以他们为仇人 (11111111----15151515节节节节)。 

在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信的信末，保罗首先祈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给

他们平安 (16161616节节节节)。接着他亲笔签上名字以表明这封信是他写的，最后他祷告愿主

的恩典常与他们众人同在 (17171717----18181818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请求他们为他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    (1(1(1(1----5555节节节节)))) 

A.A.A.A. 保罗请求他们祷告保罗请求他们祷告保罗请求他们祷告保罗请求他们祷告 (1 (1 (1 (1----2222节节节节)))) 

1.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他们中间一样 (1111节节节节) 

2. 也叫保罗和同伴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2222节节节节) 

B.B.B.B. 信心的表述信心的表述信心的表述信心的表述 (3 (3 (3 (3----4444节节节节)))) 

1. 主是信实的 (3333节节节节) 

a. 他要坚固他们 (333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他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 (3333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他们靠主深信 (4444节节节节) 

a. 他们现在是遵行他所吩咐的 (4444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后来也必要遵行他所吩咐的 (4444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C.C.C. 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 (5 (5 (5 (5节节节节)))) 

1. 愿主引导他们的心 (555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叫他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5555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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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    (6(6(6(6----15151515节节节节)))) 

A.A.A.A. 远离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远离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远离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远离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 (6 (6 (6 (6----9999节节节节)))) 

1.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666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要管制那些…… 

a. 不遵守从使徒所受教训的弟兄 (666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 不效法使徒榜样的弟兄 (777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1) 因为保罗在他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777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因为保罗不叫他们受累，乃是要给他们作榜样 (8888----9999节节节节) 

B.B.B.B. 尤其是不肯做工的尤其是不肯做工的尤其是不肯做工的尤其是不肯做工的 (10 (10 (10 (10----12121212节节节节)))) 

1. 曾吩咐他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10101010节节节节) 

2. 但有人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11111111节节节节) 

3. 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12121212节节节节) 

C.C.C.C. 总结教会的惩戒总结教会的惩戒总结教会的惩戒总结教会的惩戒     (13 (13 (13 (13----15151515节节节节)))) 

1. 行善不可厌倦 (13131313节节节节) 

2. 若有人不听从使徒这信上的话 (14141414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要记下他 (11114444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不和他交往 (14141414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叫他自觉羞愧 (14141414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3. 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15151515节节节节) 

III.III.III.III.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16 (16 (16 (16----18181818节节节节)))) 

A.A.A.A. 为他们又一次祷告为他们又一次祷告为他们又一次祷告为他们又一次祷告 (16 (16 (16 (16节节节节)))) 

1.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他们平安 (1616161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愿主常与他们众人同在 (1616161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证实是他写的信证实是他写的信证实是他写的信证实是他写的信 (17 (17 (17 (17节节节节)))) 

1. 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1717171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凡他的信都以此为记 (1717171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C.C.C. 最后的祝福最后的祝福最后的祝福最后的祝福 (18 (18 (18 (18节节节节)))) 

1.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他们众人同在 

2. 阿们 (诚心所愿)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请求他们为他祷告，并为他们而祷告 (1-5节) 

   - 嘱咐他们要惩戒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 (6-15节) 

   - 结束语 (16-18节) 

2) 2) 2) 2) 保罗请求他们为他祈求哪两件事保罗请求他们为他祈求哪两件事保罗请求他们为他祈求哪两件事保罗请求他们为他祈求哪两件事？？？？(1(1(1(1----2222节节节节)))) 

   - 求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著荣耀 



 

 14 

   - 求主叫保罗和同伴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 

3) 3) 3) 3) 在什么事上主是信实的在什么事上主是信实的在什么事上主是信实的在什么事上主是信实的，，，，可信靠的可信靠的可信靠的可信靠的？？？？(3(3(3(3节节节节)))) 

   - 主要坚固他们，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 

4) 4) 4) 4) 保罗深信帖撒罗尼迦人一定会怎样保罗深信帖撒罗尼迦人一定会怎样保罗深信帖撒罗尼迦人一定会怎样保罗深信帖撒罗尼迦人一定会怎样？？？？(4(4(4(4节节节节)))) 

   - 他们现在以后都会遵行他吩咐的 

5) 5) 5) 5) 保罗请求主为帖撒罗尼迦人做什么事保罗请求主为帖撒罗尼迦人做什么事保罗请求主为帖撒罗尼迦人做什么事保罗请求主为帖撒罗尼迦人做什么事？？？？(5(5(5(5节节节节)))) 

   - 愿主引导他们的心，叫他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6) 6) 6) 6) 保罗吩咐他们做什么事保罗吩咐他们做什么事保罗吩咐他们做什么事保罗吩咐他们做什么事？？？？奉谁的名奉谁的名奉谁的名奉谁的名？？？？(6(6(6(6节节节节)))) 

   -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保罗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 

   -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7) 7) 7) 7) 保罗与他们在一起时保罗与他们在一起时保罗与他们在一起时保罗与他们在一起时，，，，为他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为他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为他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为他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7(7(7(7----9999节节节节)))) 

   - 他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他们任何一个人受累 

8) 8) 8) 8) 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时就曾吩咐过他们什么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时就曾吩咐过他们什么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时就曾吩咐过他们什么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时就曾吩咐过他们什么？？？？(10(10(10(10节节节节)))) 

   -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9) 9) 9) 9) 保罗听说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中发生了什么事保罗听说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中发生了什么事保罗听说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中发生了什么事保罗听说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中发生了什么事？？？？(11(11(11(11节节节节)))) 

   - 他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甚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10) 10) 10) 10) 保罗吩咐并劝勉这些专管闲事的人保罗吩咐并劝勉这些专管闲事的人保罗吩咐并劝勉这些专管闲事的人保罗吩咐并劝勉这些专管闲事的人，，，，要他们做什么事要他们做什么事要他们做什么事要他们做什么事？？？？(12(12(12(12节节节节)))) 

    - 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11) 11) 11) 11) 保罗劝其他的弟兄要怎样保罗劝其他的弟兄要怎样保罗劝其他的弟兄要怎样保罗劝其他的弟兄要怎样？？？？(13(13(13(13节节节节)))) 

    - 行善不可丧志 

12) 12) 12) 12) 保罗嘱咐他们保罗嘱咐他们保罗嘱咐他们保罗嘱咐他们，，，，若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就要怎样做若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就要怎样做若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就要怎样做若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就要怎样做？？？？(14(14(14(14节节节节)))) 

    - 要记下那人 

- 不和他交往 

13) 13) 13) 13) 这样惩戒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惩戒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惩戒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惩戒的原因是什么？？？？(14(14(14(14节节节节)))) 

    - 叫他自觉羞愧 

14) 14) 14) 14) 对于这样的惩戒对于这样的惩戒对于这样的惩戒对于这样的惩戒，，，，保罗最后还教导了些什么保罗最后还教导了些什么保罗最后还教导了些什么保罗最后还教导了些什么？？？？(15(15(15(15节节节节)))) 

    - 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15) 15) 15) 15) 保罗为帖撒罗尼保罗为帖撒罗尼保罗为帖撒罗尼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求什么迦人祷告求什么迦人祷告求什么迦人祷告求什么？？？？(16(16(16(16节节节节)))) 

    -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他们平安 

    - 愿主常与他们众人同在 

16) 16) 16) 16) 什么标记出这封信是保罗所写什么标记出这封信是保罗所写什么标记出这封信是保罗所写什么标记出这封信是保罗所写？？？？(17(17(17(17节节节节)))) 

    - 保罗亲笔问安 

17) 17) 17) 17)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的最后祝福是什么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的最后祝福是什么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的最后祝福是什么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的最后祝福是什么？？？？(18(18(18(18节节节节)))) 

    -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