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章: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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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腓立比，哥林多，雅典等地（使徒保罗等的宣教地图）



帖撒罗尼迦前书1: 8-10 和修本

8 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播出去，你们向 
神的信心不只在马其顿和亚该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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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
弃偶像，归向 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 神
， 10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 神使他从死人
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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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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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耶稣。

 等候祂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祂使之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
可怕审判的耶稣。当代版

 愤怒(忿怒):wrath,可怕审判，希腊文是“烈怒”; “烈怒”㇐词在和合本
出现72次，和修本83次，当代版153次，新译本151次

 震怒，也译作wrath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 (约翰福音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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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问答19和21问

 19问：人类堕落所陷处境的悲惨在于什么？
 答：全人类因堕落而丧失了与上帝的交通，并在祂的愤怒和

咒诅之下，难逃今生的无穷悲苦、至终的死亡结局、以及地
狱的永恒痛苦。
21问：谁是上帝选民的救赎主？
答：上帝选民唯㇐的救赎主乃是主耶稣基督。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
子的名。” 约翰福音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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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 （帖撒罗尼迦后书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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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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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1：4-5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10

“在圣经中，「神的国」并非仅指㇐片特定的领土，而是指神掌王权
的地方，也就是神的旨意被遵行、神自己被尊为大君王的地方。神
的国在圣经中也被称为「天国」、「神国」、「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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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问答102问

102问：我们在第二祈愿中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是
什么？

答：在「愿祢的国降临」中，我们愿上帝使撒但的国
度败亡；愿上帝恩典的国度得以扩展，将我们与别人
都带入其中、永留其中，也愿上帝荣耀的国度速速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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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切都更新了！”（启示录21：3-7）

 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4 神要擦去他们㇐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5 坐宝
座的说：“看哪，我将㇐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
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6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
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
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7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
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8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约翰㇐书4：25

3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
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
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4 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
在天上的基业(inheritance)。彼得前书1: 3-4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切信他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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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的结果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和㇐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
是第二次的死。” 启示录21：8

 6 既然 神是公义的，他必以患难报复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7-8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

他有权能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 神和不
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1：6-9
 报应：原文是惩罚，伸冤，伸张正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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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神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11 他

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2 凡接待他的，就
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
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
生的。约翰福音1：10-13

 世界：原文的㇐个意思是指人类，世人，地上
 认识：经历，有关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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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神的人

 28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扭曲
，修订版）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29 装满了各样不
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
诈、毒恨； 30 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
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 31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32 他
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
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1：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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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神的人 （几段经文）
 2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

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出埃及记 5：2

 3 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乱的事， 4 要你们人人都知道
持守身体的圣洁和尊贵， 5 不可荒淫纵欲，像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
族人㇐样。帖撒罗尼迦前书4：3-5 当代版

 8 但从前不认识 神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 神的神明（
假神，当代版）作奴隶；加拉太书4：8 和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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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 （不信的人）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
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翰福音3：16-18

 耶稣第㇐次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17节
 耶稣再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18节
14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15 说：“日期满
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马可福音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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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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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
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你
们也信了。

 他们：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
 沉沦 （汉语词典含义）

a.陷入[疾病、厄运之中或罪恶的、困苦的境界]
b. 死亡

 永远沉沦: everlasting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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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祂权能的荣光。
 Separated from the Lord and from His glorious 

power. NLT

 不是永远消灭，像无神论者所想象的踪迹全无，㇐了百了，身体死
了就没事了，若是那样，及时行乐就是聪明。而是永远离开主的面
，没有任何恩典慈爱，永永远远在黑暗，痛苦，折磨，咒诅之中。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马可福音9：49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马太福音25：41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马太福音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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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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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1：10

 10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切信
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和合本

 10 主降临的那日，祂要在祂的众圣徒中得到荣耀，使所有
的信徒惊叹不已。你们也会在当中，因为你们相信了我们
做的见证。当代版

 10 on the day HE comes to be glorified in HIS holy 
people and to be marveled at among all those who 
have believed. This includes you, because you 
believed our testimony to you.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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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后书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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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所羡慕的良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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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1 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祂的呼
召，用大能成全你们㇐切美好的心愿和凭信心所做的工作。 12 这
样，按照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名
便在你们身上得到荣耀，你们也在祂身上得到荣耀。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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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衰亡之律
 17 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

远的荣耀。 哥林多后书4：17 和修本

 18 我认为现在所受的痛苦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 19 受造之物正热切等候上帝众子的显现
， 20 因为受造之物处在虚空之下并非出于情愿，而是出于
上帝的旨意。 21 不过，受造之物仍然盼望脱离衰亡之律的
奴役，享受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 罗马书8：18-21 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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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圣诗：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James Black,1856~1938

 主耶稣再临那日号筒必要高声吹起，那早晨永远光明华丽无比；
凡世上得救的人㇐同相会在主明宫，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再其中。

 凡信主而死的人那日早晨必要复活，与我主同享复活荣耀快乐；
凡蒙召得胜的人都与救主相会天空，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我们应从早到晚为主殷勤作工等待，我们应传扬耶稣奇妙大爱；
当世上路程跑尽，派我职事已作完工，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副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
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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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选民唯㇐的救赎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7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
的； 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
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9 现在
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
神的愤怒。罗马书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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