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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圣经是犹太人的文献典籍，成书前后历时一千五百多年。圣经是

由四十位不同的作者，在神的感动下，以当时通用的文字、语法

书写而成的。圣经包含两个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39 书卷）

主要是用希伯来语写的，新约（27 书卷）则是用希腊语写的。 

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依据，我们需要认真、仔细地研读，好使我

们的信仰能有根有基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随着华人教会的发

展，近数十年来已有许多圣经汉语译本诞生，但至今最普及的仍

然是和合本。 

为帮助信徒能更正确及有效地明白圣经，我们特意制作了一部附

带原文编号的和合本电子版圣经。这部电子版圣经做了以下的修

订： 

1 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中的神的名字是 יהוה（YHWH），原文

编号是 H3068（例：创 2:4）(H3069 是同字的变化型)。

YHWH 的正确读音为 Yahweh（雅伟）。和合本当年采用了错

误的英语音译 Jehovah（耶和华），本修订版采用现今学者公

认更正确的音译：雅伟。 

 



神的名字的缩写形式是  יה（Yah，原文编号 H3050），也一律

修订为＂雅伟
H3050

＂（例：出 15:2）。 

2 原文含＂雅伟＂一字，却在和合本中未被译出，现以灰字 H0 及[  ]   

修正。例：我 H0 [雅伟 H3068]（原文含＂雅伟＂一 字，并无＂

我＂字，参看出 24:1）。 

3 新约年代的犹太人因为避讳直称神的名字，就以＂主 G2962＂字

来代替神的名字。但希腊语＂主＂字用途广泛，除了指主雅伟

神，也可指主耶稣，亦可指奴隶的主人或位高权重的人。这就

导致了信徒无法区分主（耶稣）和神（雅伟），甚至产生将两

者混为一谈的乱象。故此，本修订版做了以下的修正： 

 凡以＂主 G2962＂意指雅伟的，现修订为＂主 G2962[雅伟]＂

（例：太 1:22）。 

 以＂主 G2962＂称呼耶稣的，除直接称＂主耶稣＂外（例：可

16:19），都一律修订为＂主* G2962＂（例：太 7:21）。 

 但凡指基督的＂主 G2962＂，都修订为＂主
# G2962＂（例：太

22:43, 44, 45）。 

 若文意不明显，无法明确区分，可指主雅伟神或主耶稣，则

不加标示（例：太 21:3）。 

 无原文支持的＂主＂字，则标示为灰字 ＂主
G0

＂（例：太

2:12, 22）。 

 若指人、主人、财主等，则不加标示（例：太 6:24；

10:24）。 

4 和合本 1919 年出版，参考了 1885 出版的英语译本 Revised 

Version（简称 RV，或称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ERV】），并以当时最新编辑的 Westcott-Hort 1881（简称

WH）作为翻译新约的希腊语文本（text type）。 

英语钦译本（King James Version，KJV 1611）是采用了＂公

认文本＂（Textus Receptus TR 1550、Beza 1588 等，简称



TR）作为翻译新约的希腊语文本。WH 和 TR 是属于不同体系

的希腊语文本，两者有出入和差异是在所难免的。简单地说，

WH 与 TR 是文本编者根据不同的希腊语手抄本辑录而成的

（已知的希腊语手抄本共有 5800 本之多）。 

WH 与 TR 的差异，导致和合本与钦译本产生诸多的差异。现

今网上所流传附带着原文编号的和合本新约，都是直接把英语

钦译本的编号导入其中，并没有经过全面校对，结果导致多处

文字与编号不能吻合。所以网上流传的版本是不适合用来作严

谨的词字查考（word study）之用。 

WH 是当今最可靠的 Nestle-Aland（NA28）2012 文本的前

身，可说是已经功成身退，但因为它跟和合本的关系密切，应

给予重视。我们现在提供的附带原文编号、文法编码的和合

本，就是参照 WH 修订的。希望这个修订版本能为大家提供一

个可靠的原文和翻译的对照，并借用原文编号作为词字查考的

查经平台，以补充汉语翻译上的缺欠。 

至于旧约，我们是以 Westminster Leningrad Codex（LC）作

为修订的参考。 

原文编号是源自史特朗（James Strong）1890 年出版的《史

特朗经文汇编》。史特朗按原文字根逐字排序，并配上编号：

希伯来语由 H1-H8674，希腊语由 G1-G5624。之后有学者再

附加 H8675-H8853 及 G5625-G5942 作为原文动词的文法分

析（Tense Voice & Mood【TVM】）编码。 

5 鉴于中文与圣经原文上存有文法差异，许多原文无法翻译出

来，有些则被意译，这些原文编号现以
(   )

标示（例：太 4:13

拿撒勒
(G3588) G3478 

）。 

没有原文编号的中文词字，是中文圣经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使文

意通顺而加上的。 

6 凡指女性的，及拟人化下的＂他＂一律改为＂她＂字（例：太

1:19）。 



7 凡不是指人的，一律采用＂它＂字（例：太 5:13）。 

8 本 2019 修订目前发布三套电子书(pdf)： 

 纯文字： 

旧、新约汉英对照：和合本(雅伟版)对照英语 Lexham 

English Bible © 2012（LEB）； 

LEB 经文中含有大量翻译资料，以 {Note: …}显示；其中为使文

意通顺而加上的词字，他们以[ ]显示。 

汉语方面我们并没有对和合本进行修订删改，唯对相关雅

伟名字若需补充注明，会以灰字或[  ]  显示 (例：代上

29:21）。 

 附原文编号（1）： 

新约 汉语/希腊语对照：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希腊语

Westcott-Hort (WH)。 

旧约 汉语/希伯来语对照：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希伯来语

Leningrad Codex (LC)。 

都附带原文编号、原文编码以作比较。 

 附原文编号（2）: 

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英语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 2009 (HCSB)。 

HCSB 也在经文中含带大量翻译资料。处理方式与上述

LEB 相同。 

9 我们提供 LEB 及 HCSB 有 3 个因素： 

(1)  它们都是近代英语版本；新约都是采用最近期编纂的希腊文

版本，与 WH 属同一文本。LEB 采用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BL edition (SBLGNT)，HSCB 采用 the Nestle-

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27 edition (NA27)。 

 



(2)  二者都在旧约文中采用 Yahweh(雅伟)。使用数量分别是

LEB--5776 节，  HCSB--451 节，对比雅伟版--5929 节。使

用的数量不同，反映出翻译原则上的差异。这是近代英语圣

经重要出版商所开的先河。显示出教会意识到圣经应把神的

名字阐明的重要性。 

(3)  经文中含带大量翻译、串珠资料，我们提供只作参考用途，

并不代表我们认同他们的立场或意见。读者需要细心思考。 

 

若有反馈或发现错误，请电邮 yahwehdehua@gmail.com。特此感谢

曾参与文字校对、提供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弟兄姐妹及众同工。 

 

孙树民 

2019 年 6 月 1 日 

 

 

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 119:103-105 

 

 
 
 
 
 
 
 
 
 
 
 
 
 

mailto:cuv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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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1 神 G2316 的仆人 G1401 ，(G1161) 耶稣 G2424 基

督 G5547 的使徒 G652 保罗 G3972 ，凭着 G2596 

神 G2316 选民 G1588 的信心 G4102 与 G2532 敬

虔 G2150 真理 G225 的(G3588) (G2596) 知识
G1922 ， 

  PaulG3972 , a servantG1401 of GodG2316 
andG1161 an apostleG652 of JesusG2424 
ChristG5547 , forG2596 the faithG4102 of 
God’s electG1588 andG2532 their 
knowledgeG1922 of the truthG225 that 
leads toG2596 godlinessG2150 , 

2 
(G1909) 盼望 G1680 那 G3588 无谎言的 G893 神
G2316 在万古 G166 G5550 之先 G4253 所 G3739 应

许 G1861 的永 G166 生 G2222 ， 

  inG1909 the hopeG1680 of eternalG166 
lifeG2222 that GodG2316 , whoG3588 
cannot lieG893 , promisedG1861 
beforeG4253 time beganG5550 G166 . 

3 
(G1161) 到了(G2398) 日期 G2540 ，借着 G1722 传

扬 G2782 的工夫把他的 G846 道(G3588) G3056 显

明 G5319 了；这 G3739 传扬的责任是按着 G2596 

神 G2316 我们 G2257 救主(G3588) G4990 的命令
G2003 交托 G4100 了我 G1473 。 

  In his ownG2398 timeG2540 he has 
revealedG5319 hisG846 wordG3056 inG1722 
the preachingG2782 with whichG3739 
IG1473 was entrustedG4100 byG2596 the 
commandG2003 of GodG2316 ourG2257 
SaviorG4990 : 

4 现在写信给提多 G5103 ，就是照着 G2596 我们

共 G2839 信 G4102 之道作我真 G1103 儿子 G5043 

的。愿恩惠 G5485 、(G2532) 平安 G1515 从 G575 

父 G3962 神 G2316 和 G2532 我们的 G2257 救主
(G3588) G4990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归与你！ 

  To TitusG5103 , my trueG1103 sonG5043 
inG2596 our commonG2839 
faithG4102 .GraceG5485 andG2532 
peaceG1515 fromG575 GodG2316 the 
FatherG3962 andG2532 ChristG5547 
JesusG2424 ourG2257 SaviorG4990 . 

5 我从前留 G620 你 G4571 在 G1722 革哩底
G2914 ，是要(G5127) (G5484) 你(G2443) 将那 G3588 

没有办完(G3007) 的事都办整齐 G1930 了，又
G2532 照 G5613 我 G1473 所吩咐 G1299 你 G4671 

的，在 G2596 各城 G4172 设立 G2525 长老
G4245 。 

  The reasonG5127 G5484 I leftG620 youG4571 
inG1722 CreteG2914 was toG2443 set 
rightG1930 what was left undoneG3007 
andG2532 , asG5613 IG1473 directedG1299 
youG4671 , to appointG2525 eldersG4245 in 
every townG2596 G4172 . 

6 若 G1487 有(G2076) 无可指责的 G410 人
(G5100) ，只作一个 G1520 妇人 G1135 的丈夫
G435 ，(G2192) 儿女 G5043 也是信主 G4103 的，

没有 G3361 人(G1722) 告 G2724 他们是放荡 G810 
(G2228) 不服约束的 G506 ，就可以设立。 

  An elder must beG2076 blamelessG410 : 
the husbandG435 of oneG3391 wifeG1135 , 
withG2192 faithfulG4103 childrenG5043 who 
are notG3361 accusedG2724 of 
wildnessG810 orG2228 rebellionG506 . 

7 
(G1063) 监督(G3588) G1985 既是 G5613 神 G2316 的

管家 G3623 ，必须 G1163 (G1511) 无可指责
G410 ，不 G3361 任性 G829 ，不 G3361 暴躁
G3711 ，不 G3361 因酒滋事 G3943 ，不 G3361 打

人 G4131 ，不 G3361 贪无义之财 G146 ； 

  AsG5613 an overseerG1985 of God’s 
householdG3623 , he mustG1163 beG1511 
blamelessG410 : notG3361 arrogantG829 , 
notG3361 hot-temperedG3711 , notG3361 
an excessive drinkerG3943 , notG3361 a 
bullyG4131 , notG3361 greedy for 
moneyG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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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235) 乐意接待远人 G5382 ，好善 G5358 ，庄

重 G4998 ，公平 G1342 ，圣洁 G3741 ，自持
G1468 ； 

  butG235 hospitableG5382 , loving what is 
goodG5358 , sensibleG4998 , 
righteousG1342 , holyG3741 , self-
controlledG1468 , 

9 坚守 G472 (G3588) (G2596) 所教(G3588) G1322 真实

的(G4103) 道理 G3056 ，就 G2443 G5600 能 G1415 
(G2532) 将(G1722) 纯正(G3588) G5198 的教训(G3588) 
G1319 劝化 G3870 人，又 G2532 能把争辩(G3588) 
G483 的人驳倒 G1651 了。 

  holding toG472 theG3588 faithfulG4103 
messageG3056 asG2596 taughtG1322 , so 
thatG2443 he will beG5600 ableG1415 both 
to encourageG3870 withG1722 soundG5198 
teachingG1319 andG2532 G2532 to 
refuteG1651 thoseG3588 who 
contradictG483 it. 

10 因为 G1063 有 G1526 许多 G4183 人不服约束
G506 ，说虚空话 G3151 (G2532) 欺哄人 G5423 ；

那 G3588 奉(G1537) 割礼(G3588) G4061 的更是
(G3122) 这样。 

  ForG1063 there areG1526 manyG4183 
rebelliousG506 people, full of empty 
talkG3151 andG2532 deceptionG5423 , 
especiallyG3122 thoseG3588 fromG1537 
theG3588 circumcisionG4061 party. 

11 这些人(G3739) 的口总要(G1163) 堵住 G1993 。他

们(G3748) 因 G5484 贪不义之 G150 财(G2771) ，

将不 G3361 该 G1163 教导的(G3739) 教导 G1321 

人，败坏 G396 人的全 G3650 家 G3624 。 

  It is necessaryG1163 to silenceG1993 
themG3739 ; theyG3748 are ruiningG396 
entireG3650 householdsG3624 by 
teachingG1321 whatG3739 they shouldn’t 
in order toG5484 get moneyG2771 
dishonestlyG150 . 

12 有(G1537) (G5100) 革哩底人中的一个(G846) (G2398) 

本地(G846) 先知 G4396 说 G2036 ：“革哩底人
G2912 常 G104 说谎话 G5583 ，乃是恶 G2556 兽
G2342 ，又馋(G1064) 又懒 G692 。” 

  OneG5100 ofG1537 theirG846 very 
ownG2398 prophetsG4396 saidG2036 , 
“CretansG2912 are alwaysG104 
liarsG5583 , evilG2556 beastsG2342 , 
lazyG692 gluttonsG1064 .” 

13 这个 G3778 见证(G3588) G3141 是 G2076 真的
G227 。所以(G1223) (G3739) (G156) ，你要严严的
G664 责备 G1651 他们 G846 ，使(G2443) 他们在
G1722 真道(G3588) (G4102) 上纯全无疵 G5198 ， 

  ThisG3778 testimonyG3141 isG2076 
trueG227 . ForG1223 thisG3739 reasonG156 , 
rebukeG1651 themG846 sharplyG664 , so 
thatG2443 they may be soundG5198 
inG1722 theG3588 faithG4102  

14 不 G3361 听 G4337 犹太人 G2451 荒渺的言语
G3454 和 G2532 离弃 G654 真道(G3588) G225 之人
G444 的诫命 G1785 。 

  and may notG3361 pay attentionG4337 to 
JewishG2451 mythsG3454 andG2532 the 
commandsG1785 of peopleG444 who 
rejectG654 theG3588 truthG225 . 

15 在洁净(G3588) G2513 的人，凡物(G3956) 都洁净
G2513 ；(G1161) 在(G3588) 污秽 G3392 (G2532) 不

信 G571 的人，什么都不(G3762) 洁净 G2513 ，
(G235) 连(G2532) (G846) 心地(G3588) (G3563) 和
G2532 天良(G3588) G4893 也都污秽 G3392 了。 

  To theG3588 pureG2513 , everythingG3956 
is pureG2513 , butG1161 to thoseG3588 
who are defiledG3392 andG2532 
unbelievingG571 nothingG3762 is 
pureG2513 ; in factG235 , both theirG846 
mindG3563 andG2532 G2532 
conscienceG4893 are defiledG3392 . 

16 他们说是 G3670 认识 G1492 神 G2316 ，行事
(G3588) G2041 却 G1161 和他相背(G720) ；本是
G5607 可憎恶的 G947 ，(G2532) 是悖逆的
G545 ，(G2532) 在(G4314) 各样 G3956 善 G18 事
(G2041) 上是可废弃的 G96 。 

  They claimG3670 to knowG1492 
GodG2316 , butG1161 they denyG720 him 
by their worksG2041 . They areG5607 
detestableG947 , disobedientG545 , 
andG2532 unfitG96 forG4314 anyG3956 
goodG18 workG2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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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 G1161 你 G4771 所讲 G2980 的(G3739) 总要合

乎 G4241 那 G3588 纯正 G5198 的道理 G1319 。 
  ButG1161 youG4771 are to proclaimG2980 

thingsG3739 consistentG4241 with 
soundG5198 teachingG1319 . 

2 劝老年人 G4246 要有(G1511) 节制 G3524 、端庄
G4586 、自守 G4998 ，在信心(G3588) G4102 、爱

心(G3588) G26 、忍耐(G3588) G5281 上都要纯全

无疵 G5198 。 

  Older menG4246 are to beG1511 self-
controlledG3524 , worthy of 
respectG4586 , sensibleG4998 , and 
soundG5198 in faithG4102 , loveG26 , and 
enduranceG5281 . 

3 又(G5615) 劝老年妇人 G4247 ，(G1722) 举止行动
G2688 要恭敬 G2412 ，不 G3361 说谗言 G1228 ，

不(G3366) 给酒(G4183) G3631 作奴仆 G1402 ，用

善道教训人 G2567 ， 

  In the same wayG5615 , older 
womenG4247 are to be reverentG2412 
inG1722 behaviorG2688 , notG3361 
slanderersG1228 , notG3361 slavesG1402 
to excessiveG4183 drinkingG3631 . They 
are to teach what is goodG2567 , 

4 好 G2443 指教 G4994 少年妇人(G3588) G3501 ，
(G1511) 爱丈夫 G5362 ，爱儿女 G5388 ， 

  so thatG2443 they may encourageG4994 
theG3588 youngG3501 women to love 
their husbandsG5362 and to love their 
childrenG5388 , 

5 谨守 G4998 ，贞洁 G53 ，料理家务 G3626 ，待

人有恩(G18) ，顺服 G5293 自己的 G2398 丈夫
(G3588) G435 ，免得 G2443 G3361 神(G3588) G2316 

的道理(G3588) G3056 被毁谤 G987 。 

  to be self-controlledG4998 , pureG53 , 
workers at homeG3626 , kindG18 , and in 
submissionG5293 to theirG2398 
husbandsG435 , so thatG2443 God’s 
wordG3056 will notG3361 be 
slanderedG987 . 

6 又(G5615) 劝 G3870 少年人(G3588) G3501 要谨守
G4993 。 

  In the same wayG5615 , encourageG3870 
theG3588 youngG3501 men to be self-
controlledG4993  

7 你自己 G4572 (G4012) 凡事 G3956 要显出 G3930 

善 G2570 行 G2041 的榜样 G5179 ；在 G1722 教

训(G3588) G1319 上要正直 G90 、端庄 G4587 ， 

  inG4012 everythingG3956 . MakeG3930 
yourselfG4572 an exampleG5179 of 
goodG2570 worksG2041 with integrityG90 
and dignityG4587 inG1722 your 
teachingG1319 . 

8 言语 G3056 纯全 G5199 ，无可指责 G176 ，叫
G2443 那(G3588) 反对的人(G1537) G1727 ，既
(G2192) 无处 G3367 可说 G3004 (G4012) 我们的
G2257 不是 G5337 ，便自觉羞愧 G1788 。 

  Your messageG3056 is to be soundG5199 
beyond reproachG176 , so thatG2443 any 
opponentG1727 will be ashamedG1788 , 
because he doesn’t haveG2192 
anything badG5337 to sayG3004 
aboutG4012 usG2257 . 

9 劝仆人 G1401 要顺服 G5293 自己的 G2398 主人
G1203 ，(G1722) 凡事 G3956 讨他的喜欢 G2101 
(G1511) ，不 G3361 可顶撞 G483 他， 

  SlavesG1401 are to submitG5293 to 
theirG2398 mastersG1203 inG1722 
everythingG3956 , and to beG1511 well-
pleasingG2101 , notG3361 talking 
backG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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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可 G3361 私拿东西 G3557 ；要(G235) 显为
G1731 (G3956) (G18) 忠诚 G4102 ，以致 G2443 凡

事(G1722) G3956 尊荣 G2885 我们 G2257 (G3588) 救

主(G3588) G4990 神 G2316 的道(G3588) G1319 。 

  orG3361 stealingG3557 , butG235 
demonstratingG1731 utterG3956 
faithfulnessG4102 , so thatG2443 they 
may adornG2885 theG3588 teachingG1319 
of GodG2316 ourG2257 SaviorG4990 inG1722 
everythingG3956 . 

11 因为 G1063 神(G3588) G2316 救 G4992 众 G3956 人
G444 的恩典(G3588) G5485 已经显明 G2014 出

来， 

  ForG1063 theG3588 graceG5485 of 
GodG2316 has appearedG2014 , bringing 
salvationG4992 for allG3956 peopleG444 , 

12 教训 G3811 我们 G2248 (G2443) 除去(G720) 不敬

虔(G3588) G763 的心和 G2532 世俗的(G3588) G2886 

情欲 G1939 ，在 G1722 今 G3568 世(G3588) G165 

自守 G4996 、(G2532) 公义 G1346 、(G2532) 敬虔
G2153 度日 G2198 ， 

  instructingG3811 usG2248 toG2443 denyG720 
godlessnessG763 andG2532 worldlyG2886 
lustsG1939 and to liveG2198 in a sensible, 
righteousG1346 , andG2532 godlyG2153 
wayG4996 inG1722 theG3588 presentG3568 
ageG165 , 

13 等候 G4327 所盼望 G1680 的福(G3588) G3107 ，并
G2532 等候至大的 G3173 神(G3588) G2316 和 G2532 

我们 G2257 〔或作：神我们〕救主 G4990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荣耀(G3588) G1391 显现
G2015 。 

  while we wait forG4327 theG3588 
blessedG3107 hopeG1680 , the 
appearingG2015 of theG3588 gloryG1391 of 
ourG2257 greatG3173 GodG2316 andG2532 
SaviorG4990 , JesusG2424 ChristG5547 . 

14 他(G3739) 为 G5228 我们 G2257 舍了 G1325 自己
G1438 ，要(G2443) 赎 G3084 我们 G2248 脱离
(G575) 一切 G3956 罪恶 G458 ，又 G2532 洁净
G2511 我们，特作(G4041) 自己的(G1438) 子民
G2992 ，热心 G2207 为善 G2570 (G2041) 。 

  HeG3739 gaveG1325 himselfG1438 forG5228 
usG2257 toG2443 redeemG3084 usG2248 
fromG575 allG3956 lawlessnessG458 
andG2532 to cleanseG2511 for 
himselfG1438 a peopleG2992 for his own 
possessionG4041 , eagerG2207 to do 
goodG2570 worksG2041 . 

15 这些事 G5023 你要讲明 G2980 ，(G2532) 劝戒
G3870 人，(G2532) 用 G3326 各等 G3956 权柄
G2003 责备 G1651 人；不可叫人(G3367) 轻看
G4065 你 G4675 。 

  ProclaimG2980 these thingsG5023 ; 
encourageG3870 andG2532 rebukeG1651 
withG3326 allG3956 authorityG2003 . Let no 
oneG3367 disregardG4065 youG4675 . 

  

第 3 章 

1 你要提醒 G5279 众人(G846) ，叫他们顺服 G5293 

作官的 G746 、掌权的 G1849 ，遵他的命
G3980 ，预备 G2092 (G1511) 行(G4314) 各样的
G3956 善 G18 事(G2041) 。 

  RemindG5279 themG846 to submitG5293 to 
rulersG746 and authoritiesG1849 , to 
obeyG3980 , to beG1511 readyG2092 
forG4314 everyG3956 goodG18 workG2041 , 

2 不要(G3367) 毁谤 G987 ，不要争竞 G269 ，总要
(G1511) 和平 G1933 ，向 G4314 众 G3956 人 G444 

大(G3956) 显 G1731 温柔 G4240 。 

  to slanderG987 no oneG3367 , to avoid 
fightingG269 , and to beG1511 kindG1933 , 
alwaysG3956 showingG1731 
gentlenessG4240 toG4314 allG3956 
peopleG444 . 



 
提多书 第 3 章 第 5 页 

3 
(G1063) 我们 G2249 从前 G4218 也 G2532 是 G1510 

无知 G453 、悖逆 G545 、受迷惑 G4105 、服事
G1398 各样 G4164 私欲 G1939 ，和 G2532 宴乐
G2237 ，常存(G1236) (G1722) 恶毒 G2549 〔或

作：阴毒〕(G2532) 嫉妒 G5355 的心，是可恨的
G4767 ，又是彼此 G240 相恨 G3404 。 

  ForG1063 weG2249 tooG2532 wereG2252 
onceG4218 foolishG453 , 
disobedientG545 , deceivedG4105 , 
enslavedG1398 by variousG4164 
passionsG1939 andG2532 pleasuresG2237 , 
livingG1236 inG1722 maliceG2549 andG2532 
envyG5355 , hatefulG4767 , detestingG3404 
one anotherG240 . 

4 但 G1161 到了神 G2316 我们 G2257 救主(G3588) 
G4990 的恩慈(G3588) G5544 和 G2532 他向人所施

的慈爱(G3588) G5363 显明 G2014 的时候 G3753 ， 

  ButG1161 whenG3753 theG3588 
kindnessG5544 of GodG2316 ourG2257 
SaviorG4990 andG2532 his love for 
mankindG5363 appearedG2014 , 

5 他便救 G4982 了我们 G2248 ；并不是 G3756 因
G1537 (G3739) 我们 G2249 自己所行 G4160 的
(G1722) 义 G1343 (G3588) (G2041) ，乃是 G235 照
G2596 他的 G846 怜悯(G3588) G1656 ，借着 G1223 

重生 G3824 的洗 G3067 和 G2532 圣 G40 灵 G4151 

的更新 G342 。 

  he savedG4982 usG2248  —notG3756 
byG1537 worksG2041 ofG1722 
righteousnessG1343 thatG3739 weG2249 
had doneG4160 , butG235 according 
toG2596 hisG846 mercyG1656  — 
throughG1223 the washingG3067 of 
regenerationG3824 andG2532 renewalG342 
by the HolyG40 SpiritG4151 . 

6 圣灵(G3739) 就是神借着 G1223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我们 G2257 救主(G3588) G4990 厚厚 G4146 

浇灌 G1632 在我们 G2248 身上 G1909 的， 

  He poured outG1632 his Spirit onG1909 
usG2248 abundantlyG4146 throughG1223 
JesusG2424 ChristG5547 ourG2257 
SaviorG4990  

7 好叫 G2443 我们因他的(G1565) 恩(G3588) G5485 

得称为义 G1344 ，可以凭着 G2596 永 G166 生
G2222 的盼望 G1680 成为 G1096 后嗣 G2818 。

〔或作：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 

  so thatG2443 , having been justifiedG1344 
by hisG1565 graceG5485 , we may 
becomeG1096 heirsG2818 withG2596 the 
hopeG1680 of eternalG166 lifeG2222 . 

8 这 G3588 话 G3056 是可信的 G4103 。我也 G2532 

愿 G1014 你 G4571 把(G4012) 这些 G5130 事切切

实实的讲明 G1226 ，使 G2443 那些 G3588 已信
G4100 神 G2316 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或作：

留心 G5431 行(G4291) 善 G2570 (G2041) 〕。这
(G5023) 都是 G2076 美事 G2570 ，并且 G2532 与

人(G3588) G444 有益 G5624 。 

  ThisG3588 sayingG3056 is 
trustworthyG4103 . I wantG1014 youG4571 
to insist onG1226 these thingsG5130 , so 
thatG2443 thoseG3588 who have 
believedG4100 GodG2316 might be 
carefulG5431 to devote themselves 
toG4291 goodG2570 worksG2041 . 
TheseG5024 areG2076 goodG2570 andG2532 
profitableG5624 for everyoneG444 . 

9 
(G1161) 要远避 G4026 无知的 G3474 辩论 G2214 

和 G2532 家谱 G1076 的空谈，以及 G2532 分争
G2054 ，并 G2532 因律法而起(G3544) 的争竞
G3163 ，因为 G1063 这都是 G1526 虚妄 G3152 
(G2532) 无益 G512 的。 

  ButG1161 avoidG4026 foolishG3474 
debatesG2214 , genealogiesG1076 , 
quarrelsG2054 , andG2532 disputesG3163 
about the lawG3544 , becauseG1063 they 
areG1526 unprofitableG512 andG2532 
worthlessG3152 . 

10 分门结党的 G141 人 G444 ，警戒 G3559 过一
G1520 (G2532) 两次 G1208 (G3326) ，就要弃绝
G3868 他。 

  RejectG3868 a divisiveG141 personG444 
afterG3326 a firstG3391 andG2532 
secondG1208 warningG3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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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为 G3754 知道 G1492 这 G3588 等人 G5108 已

经背道 G1612 ，(G2532) 犯了罪 G264 ，自己明

知不是(G5607) (G843) ，还是去做。 

  For you knowG3708 thatG3754 such a 
personG5108 has gone astrayG1612 
andG2532 is sinningG264 ; he isG5607 self-
condemnedG843 . 

12 我打发 G3992 亚提马 G734 或 G2228 是推基古
G5190 到 G4314 你 G4571 那里去的时候 G3752 ，

你要赶紧 G4704 往 G1519 尼哥波立 G3533 去
G2064 G4314 见我 G3165 ，因为 G1063 我已经定

意 G2919 在那里 G1563 过冬 G3914 。 

  WhenG3752 I sendG3992 ArtemasG734 
orG2228 TychicusG5190 toG4314 youG4571 , 
make every effortG4704 to comeG2064 
toG4314 meG3165 inG1519 NicopolisG3533 , 
becauseG1063 I have decidedG2919 to 
spend the winterG3914 thereG1563 . 

13 你要赶紧 G4709 给律师(G3588) G3544 西纳 G2211 

和 G2532 亚波罗 G625 送行 G4311 ，叫 G2443 他

们 G846 没有 G3367 缺乏 G3007 。 

  DiligentlyG4709 help ZenasG2211 theG3588 
lawyerG3544 andG2532 ApollosG625 on 
their journeyG4311 , so thatG2443 
theyG846 will lackG3007 nothingG3367 . 

14 并且 G1161 我们的人(G3588) G2251 要(G2532) 学

习正经事业〔或作：要学习 G3129 行(G4291) 善
G2570 (G2041) 〕，预备(G1519) 所需用(G3588) G316 
G5532 的，免得 G2443 G3361 不结果子(G5600) 
G175 。 

  Let ourG2251 people learnG3129 to 
devote themselves toG4291 goodG2570 
worksG2041 forG1519 pressingG316 
needsG5532 , so thatG2443 they will 
notG3361 beG5600 unfruitfulG175 . 

15 同 G3326 我 G1700 在一处的人都(G3588) (G3956) 

问 G782 你 G4571 安。请代问 G782 那些 G3588 

因有(G1722) 信心 G4102 爱 G5368 我们 G2248 的

人安。愿恩惠(G3588) G5485 常与 G3326 你们
G5216 众人 G3956 同在！ 

  AllG3956 thoseG3588 who are withG3326 
meG1473 send youG4571 greetingsG782 . 
GreetG782 thoseG3588 who loveG5368 
usG2248 inG1722 the faithG4102 . 
GraceG5485 be withG3326 allG3956 of 
youG52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