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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圣经是犹太人的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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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写的，新约（27 书卷）则是用希腊文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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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本诞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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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יהוהYH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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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יהY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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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希腊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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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的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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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的希腊文文本（text type）。

英文钦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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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新约的希腊文文本。WH 和 TR 是属于不同体系的希腊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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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根据不同的希腊文手抄本辑录而成的（已知的希腊文手抄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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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翻译上的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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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文由 H1-H8674，希腊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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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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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同一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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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商所開的先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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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同工。

孙树民
2017 年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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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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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的仆人 G1401 保罗 G3972 和
G2532
提摩太 G5095 写信给凡(G3588) 住 G5607 G5752
G1722
腓立比 G5375 、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的众 G3956 圣徒(G3588) G40 ，和 G4862 诸位
监督 G1985 ，(G2532) 诸位执事 G1249 。

παπινοG3972 θαηG2532 ηηκνζενοG5095
δνπινηG1401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παζηλG3956 ηνηοG3588 αγηνηοG40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νηοG3588
νπζηλG5607 ελG1722 θηιηππνηοG5375
ζπλG4862 επηζθνπνηοG1985 θαηG2532
δηαθνλνηοG1249

2

愿恩惠 G5485 、(G2532) 平安 G1515 从 G575 神 G2316
我们的 G2257 父 G3962 并 G2532 主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归与你们 G5213 ！

ραξηοG5485 πκηλG5213 θαηG2532 εηξελεG1515
απνG575 ζενπG2316 παηξνοG3962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θπξηνπG296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3

我(G3588) 每逢 G1909 G3956 想念 G3417 你们
G5216
，就感谢 G2168 我的 G3450 神(G3588) G2316 ；

επραξηζησG2168 ησG3588 ζεσG2316
κνπG3450 επηG1909 παζεG3956 ηεG3588
κλεηαG3417 πκσλG5216

4

(G3450)

每逢 G3956 为 G5228 你们 G5216 众人 G3956
祈求 G1162 的时候(G1722) ，常 G3842 是 G4160 G5734
(G3326)
欢欢喜喜 G5479 的祈求(G3588) G1162 。

παληνηεG3842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δεεζεηG1162 κνπG3450 ππεξG5228
παλησλG3956 πκσλG5216 κεηαG3326
ραξαοG5479 ηελG3588 δεεζηλG1162
πνηνπκελνοG4160

5

因为 G1909 从 G575 头一(G3588) G4413 天 G2250 直到
G891
如仉 G3568 ，你们 G5216 是同心合意(G3588)
G2842
的兴旺(G1519) 福音(G3588) G2098 。

επηG1909 ηεG3588 θνηλσληαG2842
πκσλG5216 εηοG1519 ηνG3588
επαγγειηνλG2098 απνG575 ηεοG3588
πξσηεοG4413 εκεξαοG2250 αρξηG891
ηνπG3588 λπλG3568

6

我 G846 深信 G3982 G5756 (G5124) (G3754) 那 G3588 在
G1722
你们 G5213 心里动了 G1728 G5666 善 G18 工
G2041
的，必成全 G2005 G5692 这工，直到 G891 耶
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日子 G2250 。

πεπνηζσοG3982 απηνG846 ηνπηνG5124
νηηG3754 νG3588 ελαξμακελνοG1728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εξγνλG2041 αγαζνλG18
επηηειεζεηG2005 αρξηοG891 εκεξαοG2250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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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 G1698 为 G5228 你们 G5216 众人 G3956 有这样
G5124
的意念 G5426 G5721 ，原 G2531 是 G2076 G5748
应当的 G1342 ；因 G1223 (G3588) (G2192) 你们 G5209
常在 G1722 我 G3165 心(G3588) G2588 里，无论 G5037
我 G3450 是在 G1722 捆锁(G3588) G1199 之中，
(G2532)
是辩明(G3588) G627 (G2532) 证实 G951 福音
(G3588) G2098
的时候，你们 G5209 都 G3956 (G5607)
(G5752)
与我 G3450 一同得 G4791 恩(G3588) G5485 。

θαζσοG2531 εζηηλG2076 δηθαηνλG1342
εκνηG1698 ηνπηνG5124 θξνλεηλG5426
ππεξG5228 παλησλG3956 πκσλG5216
δηαG1223 ηνG3588 ερεηλG2192 κεG3165
ελG1722 ηεG3588 θαξδηαG2588 πκαοG5209
ελG1722 ηεG5037 ηνηοG3588 δεζκνηοG1199
κνπG3450 θαηG2532 ελG1722 ηεG3588
απνινγηαG627 θαηG2532 βεβαησζεηG951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ζπγθνηλσλνποG4791 κνπG3450 ηεοG3588
ραξηηνοG5485 παληαοG3956 πκαοG5209
νληαοG5607

8

(G1063)

我体会(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的心
肠 G4698 ，切切的 G5613 想念 G1971 G5719 你们
G5209
众人 G3956 ；这是神(G3588) G2316 可以给我
G3450
作见证 G3144 的。

καξηποG3144 γαξG1063 κνπG3450 νG3588
ζενοG2316 σοG5613 επηπνζσG1971
παληαοG3956 πκαοG5209 ελG1722
ζπιαγρλνηοG4698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9

我所 G5124 祷告 G4336 G5736 的，就 G2443 是要你
们的 G5216 爱心(G3588) G26 在 G1722 知识 G1922 和
G2532
各样 G3956 见识 G144 上 G2089 多 G4052 G5725
G3123
而 G2532 又多 G3123 ，

θαηG2532 ηνπηνG5124 πξνζεπρνκαηG4336
ηλαG2443 εG3588 αγαπεG26 πκσλG5216
εηηG2089 καιινλG3123 θαηG2532
καιινλG3123 πεξηζζεπεG4052 ελG1722
επηγλσζεηG1922 θαηG2532 παζεG3956
αηζζεζεηG144

G5209
能分别(G3588) G1381 G5721 是非〔或
10 使你们
作：“喜爱那美好的(G3588) G1308 G5723
事”〕，(G2443) 作 G5600 G5753 诚实 G1506 (G2532)
无过 G677 的人，直到 G1519 基督 G5547 的日子
G2250
；

εηοG1519 ηνG3588 δνθηκαδεηλG1381
πκαοG5209 ηαG3588 δηαθεξνληαG1308
ηλαG2443 εηεG5600 εηιηθξηλεηοG1506 θαηG2532
απξνζθνπνηG677 εηοG1519 εκεξαλG2250
ρξηζηνπG5547

(G3588) G1223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结满了
11 并靠着
G4137 G5772
仁义的 G1343 果子 G2590 ，叫荣耀
G1391 (G2532)
称赞 G1868 归与 G1519 神 G2316 。

πεπιεξσκελνηG4137 θαξπνλG2590
δηθαηνζπλεοG1343 ηνλG3588 δηαG1223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εηοG1519
δνμαλG1391 θαηG2532 επαηλνλG1868
ζενπG2316

12

(G1161)

弟兄们 G80 ，我愿意 G1014 G5736 你们
G5209
知道 G1097 G5721 ，(G3754) 我 G1691 所(G2596)
遭遇 G2064 G5754 的事(G3588) 更 G3123 是叫 G1519
福音(G3588) G2098 兴旺 G4297 ，

G5620
我 G3450 受的捆锁(G3588) G1199 在 G1722
13 以致
御营全 G3650 军 G4232 和 G2532 其余 G3956 (G3588)
G3062
的人中，已经 G1096 G5635 显明 G5318 是为
G1722
基督 G5547 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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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ηλσζθεηλG1097 δεG1161 πκαοG5209
βνπινκαηG1014 αδειθνηG80 νηηG3754
ηαG3588 θαηG2596 εκεG1691 καιινλG3123
εηοG1519 πξνθνπελG4297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ειειπζελG2064
σζηεG5620 ηνποG3588 δεζκνποG1199
κνπG3450 θαλεξνποG531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γελεζζαηG1096 ελG1722
νισG3650 ησG3588 πξαηησξησG4232
θαηG2532 ηνηοG3588 ινηπνηοG3062
παζηλG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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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532
那在 G1722 主 G2962 里的(G3588) (G4119)
14 并且
弟兄(G3588) G80 多半因我受的 G3450 捆锁(G3588)
G1199
就笃信不疑 G3982 G5756 ，越发 G4056 放胆
G5111 G5721
传 G2980 G5721 神(G3588) G2316 的道
(G3588) G3056
，无所惧怕 G870 。

θαηG2532 ηνποG3588 πιεηνλαοG4119
ησλG3588 αδειθσλG80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πεπνηζνηαοG3982 ηνηοG3588 δεζκνηοG1199
κνπG3450 πεξηζζνηεξσοG4056
ηνικαλG5111 αθνβσοG870 ηνλG3588
ινγνλG3056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ιαιεηλG2980

G5100 (G3303)
传 G2784 G5719 基督(G3588) G5547
15 有的
是 G2532 出于 G1223 嫉妒 G5355 (G2532) 纷争
G2054
，(G1161) 也 G2532 有的 G5100 是出于 G1223
好意 G2107 。

ηηλεοG5100 κελG3303 θαηG2532 δηαG1223
θζνλνλG5355 θαηG2532 εξηλG2054 ηηλεοG5100
δεG1161 θαηG2532 δηG1223 επδνθηαλG2107
ηνλG3588 ρξηζηνλG5547 θεξπζζνπζηλG2784

G3588
是 G3303 出于 G1537 爱心 G26 ，知
16 这一等
道 G1492 G3754 我是为 G1519 辩明 G627 福音(G3588)
G2098
设立 G2749 的；

νηG3588 κελG3303 εμG1537 αγαπεοG26
εηδνηεοG1492 νηηG3754 εηοG1519
απνινγηαλG627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θεηκαηG2749

17

(G1161)

那一等 G3588 传 G2605 G5719 基督(G3588)
G5547
是出于 G1537 结党 G2052 ，并不 G3756 诚实
G55
，意思 G3633 G5740 要加增 G1453 G5721 我 G3450
捆锁(G3588) G1199 的苦楚 G2347 。

νηG3588 δεG1161 εμG1537 εξηζεηαοG2052
ηνλG3588 ρξηζηνλG5547
θαηαγγειινπζηλG2605 νπρG3756 αγλσοG55
νηνκελνηG3633 ζιηςηλG2347 εγεηξεηλG1453
ηνηοG3588 δεζκνηοG1199 κνπG3450

18

(G1063)

ηηG5101 γαξG1063 πιελG4133 νηηG3754
παληηG3956 ηξνπσG5158 εηηεG1535
πξνθαζεηG4392 εηηεG1535 αιεζεηαG225
ρξηζηνοG5547 θαηαγγειιεηαηG2605
θαηG2532 ελG1722 ηνπησG5129 ραηξσG5463
αιιαG235 θαηG2532 ραξεζνκαηG5463

这有何妨呢 G5101 ？(G3754) 或是 G4133 假
意 G4392 ，或是 G1535 真心 G225 ，无论 G3956 怎
样 G5158 ，基督 G5547 究竟被传开了 G2605
G5743
。为此 G1722 G5129 ，我就 G2532 欢喜 G5463
G5719
，并且 G2532 还 G235 要欢喜 G5463 G5690 ；

G1063
我知道 G1492 G5758 ，(G3754) 这事 G5124
19 因为
借着 G1223 你们的 G5216 祈祷(G3588) G1162 和 G253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之灵(G3588) G4151 的帮助
G2024
，终必叫 G576 G5695 G1519 我 G3427 得救
G4991
。

νηδαG1492 γαξG1063 νηηG3754 ηνπηνG5124
κνηG3427 απνβεζεηαηG576 εηοG1519
ζσηεξηαλG4991 δηαG1223 ηεοG3588
πκσλG5216 δεεζεσοG1162 θαηG2532
επηρνξεγηαοG2024 ηνπG3588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G2596
我 G3450 所切慕(G3588) G603 、(G2532) 所
20 照着
盼望 G1680 的，(G3754) 没有 G3762 一事叫我羞愧
G153 G5701
。(G235) 只要凡事 G3956 放胆 G3954 ，
无论 G1535 是 G1223 生 G2222 是(G1535) G1223 死
G2288
，总叫基督 G5547 在 G1722 我 G3450 身(G3588)
G4983
上 G1722 照 G5613 常 G3842 (G2532) (G3568) 显大
G3170 G5701
。

θαηαG2596 ηελG3588 απνθαξαδνθηαλG603
θαηG2532 ειπηδαG1680 κνπG3450 νηηG3754
ελG1722 νπδεληG3762 αηζρπλζεζνκαηG153
αιιG235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παξξεζηαG3954 σοG5613 παληνηεG3842
θαηG2532 λπλG3568 κεγαιπλζεζεηαηG3170
ρξηζηνοG5547 ελG1722 ησG3588
ζσκαηηG4983 κνπG3450 εηηεG1535 δηαG1223
δσεοG2222 εηηεG1535 δηαG1223
ζαλαηνπG2288

G1063
我 G1698 活着(G3588) G2198 G5721 就是基督
21 因
G5547
，(G2532) 我死了(G3588) G599 G5629 就有益处
G2771
。

εκνηG1698 γαξG1063 ηνG3588 δελG2198
ρξηζηνοG5547 θαηG2532 ηνG3588
απνζαλεηλG599 θεξδνοG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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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61
我(G3588) 在 G1722 肉身 G4561 活着 G2198
22 但
G5721
，若 G1487 成就(G5124) 我工夫 G2041 G3427 的
果子 G2590 ，(G2532) 我就不 G3756 知道 G1107 G5719
该 G5101 挑选 G138 G5698 什么。

23

(G1161)

我正在(G4912) (G5743) 两(G3588) G1417 难之间
G1537
，情愿(G3588) G1939 (G2192) (G1519) 离世(G3588)
G360 G5658 (G2532)
与 G1511 G5750 基督 G5547 同在
G4862
，因为 G1063 这是好 G2908 得无比的 G4183
G3123
。

G1161
，我(G3588) 在肉身(G3588) G4561 活着
24 然而
G1961 G5721
，为 G1223 你们 G5209 更是要紧的
G316
。

25

(G2532)

我既然这样 G5124 深信 G3982 G5756 ，就
(G3754)
知道 G1492 G5758 仈要住 G3306 G5692 在世
间，且 G2532 与你们 G5213 众人 G3956 同住
G3887
，使 G1519 (G3588) 你们 G5216 在所信(G3588)
G4102
的 G5216 道上又长进 G4297 又 G2532 喜乐
G5479
，

εηG1487 δεG1161 ηνG3588 δελG2198 ελG1722
ζαξθηG4561 ηνπηνG5124 κνηG3427
θαξπνοG2590 εξγνπG2041 θαηG2532 ηηG5101
αηξεζνκαηG138 νπG3756 γλσξηδσG1107
ζπλερνκαηG4912 δεG1161 εθG1537 ησλG3588
δπνG1417 ηελG3588 επηζπκηαλG1939
ερσλG2192 εηοG1519 ηνG3588 αλαιπζαηG360
θαηG2532 ζπλG4862 ρξηζησG5547 εηλαηG1511
πνιισG4183 γαξG1063 καιινλG3123
θξεηζζνλG2908
ηνG3588 δεG1161 επηκελεηλG1961 ηεG3588
ζαξθηG4561 αλαγθαηνηεξνλG316 δηG1223
πκαοG5209
θαηG2532 ηνπηνG5124 πεπνηζσοG3982
νηδαG1492 νηηG3754 κελσG3306 θαηG2532
παξακελσG3887 παζηλG3956 πκηλG5213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πκσλG5216
πξνθνπελG4297 θαηG2532 ραξαλG5479
ηεοG3588 πηζηεσοG4102

G2443
你们 G5216 在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26 叫
G2424
里的欢乐(G3588) G2745 ，因 G1223 我 G1698
(G1699)
再 G3825 到 G4314 你们 G5209 那里去
G3952
，就越发加增 G4052 G5725 。

ηλαG2443 ηνG3588 θαπρεκαG2745 πκσλG5216
πεξηζζεπεG4052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ελG1722 εκνηG1698 δηαG1223
ηεοG3588 εκεοG1699 παξνπζηαοG3952
παιηλG3825 πξνοG4314 πκαοG5209

G3440
你们行事为人 G4176 G5737 与基督
27 只要
(G3588) G5547
的福音(G3588) G2098 相称 G516 ，叫
G2443
我或 G1535 来 G2064 G5631 (G2532) 见 G1492
G5631
你们 G5209 ，或 G1535 不在你们那里 G548
G5752
，可以听见 G191 G5661 你们的 G5216 景况
(G3588) G4012
，(G3754) 知道你们同有 G1722 一个
G1520
心志 G4151 ，站立得稳 G4739 G5719 ，为所
信(G3588) G4102 的福音(G3588) G2098 齐心 G1520
G5590
努力 G4866 。

κνλνλG3440 αμησοG516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ηνπG3588 ρξηζηνπG5547
πνιηηεπεζζεG4176 ηλαG2443 εηηεG1535
ειζσλG2064 θαηG2532 ηδσλG1492 πκαοG5209
εηηεG1535 απσλG548 αθνπσG191 ηαG3588
πεξηG4012 πκσλG5216 νηηG3754
ζηεθεηεG4739 ελG1722 εληG1520
πλεπκαηηG4151 κηαG1520 ςπρεG5590
ζπλαζινπληεοG4866 ηεG3588 πηζηεηG4102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28

(G2532) (G1722)

凡事 G3367 不 G3361 怕敌人(G3588)
G480 G5740
的 G5259 惊吓 G4426 G5746 ，这 G3748 是
G2076 G5748
证明 G1732 他们 G846 沉沦 G684 ，
(G1161)
你们 G5216 得救 G4991 都是 G2532 G5124 出
于 G575 神 G2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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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αηG2532 κεG3361 πηπξνκελνηG4426 ελG1722
κεδεληG3367 ππνG5259 ησλG3588
αληηθεηκελσλG480 εηηοG3748 εζηηλG2076
απηνηοG846 ελδεημηοG1732 απσιεηαοG684
πκσλG5216 δεG1161 ζσηεξηαοG4991
θαηG2532 ηνπηνG5124 απνG575 ζενπG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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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754
你们 G5213 蒙(G5228) 恩 G5483 G5681
29 因为
(G3588)
，不 G3756 但 G3440 (G3588) 得以信服 G4100
G5721 (G1519)
基督 G5547 (G846) ，并 G235 要 G2532
(G3588)
为 G5228 他 G846 G5228 受苦 G3958 G5721 。

νηηG3754 πκηλG5213 εραξηζζεG5483 ηνG3588
ππεξG5228 ρξηζηνπG5547 νπG3756
κνλνλG3440 ηνG3588 εηοG1519 απηνλG846
πηζηεπεηλG4100 αιιαG235 θαηG2532 ηνG3588
ππεξG5228 απηνπG846 παζρεηλG3958

(G2192) (G5723)
争战 G73 ，就与你们在
30 你们的
G1722
我 G1698 身上从前所看见 G3708 G5627 、
(G2532) G1722 G1698
现在 G3568 所听见 G191 G5719 的
G3634
一样(G3588) G846 。

ηνλG3588 απηνλG846 αγσλαG73
ερνληεοG2192 νηνλG3634 εηδεηεG3708
ελG1722 εκνηG1698 θαηG2532 λπλG3568
αθνπεηεG191 ελG1722 εκνηG1698

第2章
1

所以 G3767 ，在基督 G5547 里 G1722 若 G1487 有什
么 G5100 劝勉 G3874 ，爱心 G26 有什么(G1487)
G5100
安慰 G3890 ，圣灵 G4151 有什么(G1487) G5100
交通 G2842 ，心中有什么(G1487) G5100 慈悲 G3628
(G2532)
怜悯 G4698 ，

εηG1487 ηηοG5100 νπλG3767
παξαθιεζηοG3874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εηG1487 ηηG5100 παξακπζηνλG3890
αγαπεοG26 εηG1487 ηηοG5100 θνηλσληαG2842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εηG1487 ηηοG5100
ζπιαγρλαG4698 θαηG2532 νηθηηξκνηG3628

2

你们就 G2443 要 G2192 G5723 意念 G5426 G5725 相同
(G3588) G846
，爱心 G26 相同(G3588) G846 ，有一样
的心思 G4861 (G3588) ，有一样 G1520 的意念 G5426
G5725
，使我的 G3450 喜乐(G3588) G5479 可以满足
G4137 G5657
。

πιεξσζαηεG4137 κνπG3450 ηελG3588
ραξαλG5479 ηλαG2443 ηνG3588 απηνG846
θξνλεηεG5426 ηελG3588 απηελG846
αγαπελG26 ερνληεοG2192 ζπκςπρνηG4861
ηνG3588 ελG1520 θξνλνπληεοG5426

3

凡事不可 G3367 (G2596) 结党 G2052 ，不可 G3366
(G2596)
贪图虚浮的荣耀 G2754 ；只要 G235 存心
谦卑(G3588) G5012 ，各人 G240 看 G2233 G5740 别人
比自己 G1438 强 G5242 G5723 。

κεδελG3367 θαηG2596 εξηζεηαλG2052
κεδεG3366 θαηαG2596 θελνδνμηαλG2754
αιιαG235 ηεG3588 ηαπεηλνθξνζπλεG5012
αιιεινποG240 εγνπκελνηG2233
ππεξερνληαοG5242 εαπησλG1438

4

各人 G1538 不要 G3361 单顾 G4648 G5720 自己 G1438
的事(G3588) ，(G235) (G1538) 也要 G2532 顾别人的
G2087
事(G3588) 。

κεG3361 ηαG3588 εαπησλG1438
εθαζηνηG1538 ζθνπνπληεοG4648 αιιαG235
θαηG2532 ηαG3588 εηεξσλG2087
εθαζηνηG1538

5

你们 G5213 当以(G5124)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的心
为 G1722 心 G5426 G5744 (G3739) (G2532) ：

ηνπηνG5124 θξνλεηηεG5426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νG3739 θαηG2532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6

他 G3739 本有 G5225 G5723 (G1722) 神 G2316 的形像
G3444
，不 G3756 以 G2233 自己与神 G2316 同等
G2470
为(G3588) G1511 G5750 强夺 G725 的；

νοG3739 ελG1722 κνξθεG3444 ζενπG2316
ππαξρσλG5225 νπρG3756 αξπαγκνλG725
εγεζαηνG2233 ηνG3588 εηλαηG1511 ηζαG2470
ζεσG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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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倒 G235 虚 G2758 G5626 己 G1438 ，取了 G2983
G5631
奴仆 G1401 的形像 G3444 ，成为 G1096 G5637
(G1722)
人 G444 的样式 G3667 ；

αιιαG235 εαπηνλG1438 εθελσζελG2758
κνξθελG3444 δνπινπG1401 ιαβσλG2983
ελG1722 νκνησκαηηG3667 αλζξσπσλG444
γελνκελνοG1096 θαηG2532 ζρεκαηηG4976
επξεζεηοG2147 σοG5613 αλζξσπνοG444

8

既有 G2532 (G2147) (G5685) (G5613) 人 G444 的样子
G4976
，就自己 G1438 卑微 G5013 G5656 ，存心
G1096 G5637
顺服 G5255 ，以至于 G3360 死 G2288 ，
且 G1161 死 G2288 在十字架 G4716 上。

εηαπεηλσζελG5013 εαπηνλG1438
γελνκελνοG1096 ππεθννοG5255
κερξηG3360 ζαλαηνπG2288 ζαλαηνπG2288
δεG1161 ζηαπξνπG4716

9

所以 G1352 (G2532) ，神(G3588) G2316 将他 G846 升为
至高 G5251 G5656 ，又 G2532 赐给 G5483 G5662 他
G846
那 G3588 超乎 G5228 万 G3956 名 G3686 之上的
名(G3588) G3686 ，

δηνG1352 θαηG2532 νG3588 ζενοG2316
απηνλG846 ππεξπςσζελG5251 θαηG2532
εραξηζαηνG5483 απησG846 ηνG3588
νλνκαG3686 ηνG3588 ππεξG5228 παλG3956
νλνκαG3686

G2443
一切 G3956 在天上 G2032 的、(G2532) 地上
10 叫
G1919
的，和 G2532 地底下 G2709 的，因 G1722 耶
稣 G2424 的名(G3588) G3686 无不屈 G2578 G5661 膝
G1119
，

11

(G2532)

无不(G3956) 口 G1100 称 G1843 G5672 (G3754) 耶
稣 G2424 基督 G5547 为主 G2962 ，使 G1519 荣耀
G1391
归与 G1519 父 G3962 神 G2316 。

ηλαG2443 ελG1722 ησG3588 νλνκαηηG3686
ηεζνπG2424 παλG3956 γνλπG1119
θακςεG2578 επνπξαλησλG2032 θαηG2532
επηγεησλG1919 θαηG2532
θαηαρζνλησλG2709
θαηG2532 παζαG3956 γισζζαG1100
εμνκνινγεζεηαηG1843 νηηG3754
θπξηνοG2962 ηεζνποG2424 ρξηζηνοG5547
εηοG1519 δνμαλG1391 ζενπG2316
παηξνοG3962

G5620
，我 G3450 亲爱 G27 的弟兄，你
12 这样看来
们既 G2531 是常 G3842 顺服的 G5219 G5656 ，不
G3361
但 G3440 我 G3450 在你们那里 G1722 (G3588)
G3952 (G5613)
，就是 G235 我 G3450 如仉 G3568 不在
你们那里 G1722 (G3588) G666 ，更是 G4183 G3123 顺
服的，就当 G3326 恐惧 G5401 (G2532) 战兢 G5156 做
成 G2716 G5737 你们(G3588) G1438 得救 G4991 的工
夫。

σζηεG5620 αγαπεηνηG27 κνπG3450
θαζσοG2531 παληνηεG3842
ππεθνπζαηεG5219 κεG3361 [σο]G5613
ελG1722 ηεG3588 παξνπζηαG3952 κνπG3450
κνλνλG3440 αιιαG235 λπλG3568
πνιισG4183 καιινλG3123 ελG1722 ηεG3588
απνπζηαG666 κνπG3450 κεηαG3326
θνβνπG5401 θαηG2532 ηξνκνπG5156
ηελG3588 εαπησλG1438 ζσηεξηαλG4991
θαηεξγαδεζζεG2716

G1063
你们立志(G2532) (G3588) G2309 G5721 行
13 因为
事(G2532) (G3588) G1754 G5721 都是 G2076 G5748 神
G2316
在 G1722 你们 G5213 心里运行(G3588) G1754
G5723
，为要 G5228 成就他的美意(G3588) G2107 。

ζενοG2316 γαξG1063 εζηηλG2076 νG3588
ελεξγσλG1754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θαηG2532
ηνG3588 ζειεηλG2309 θαηG2532 ηνG3588
ελεξγεηλG1754 ππεξG5228 ηεοG3588
επδνθηαοG2107

G3956
所行 G4160 G5720 的，都不要 G5565 发怨
14 凡
言 G1112 ，(G2532) 起争论 G1261 ，

παληαG3956 πνηεηηεG4160 ρσξηοG5565
γνγγπζκσλG1112 θαηG2532
δηαινγηζκσλG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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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2443)

使 G1096 G5638 你们无可指摘 G273 ，(G2532)
诚实无伪 G185 ，在这弯曲 G4646 (G2532) 悖谬
G1294 G5772
的世代 G1074 (G3319) 作神 G2316 无瑕疵
G299
的儿女 G5043 。你们 G3739 显 G5316 G5743 在
这世代 G2889 中 G1722 ，好像 G5613 明光 G5458 照
耀，

G2222
的道 G3056 表明 G1907 G5723 出来，
16 将生命
叫 G1519 我 G1698 在 G1519 基督 G5547 的日子
G2250
好(G3754) 夸 G2745 我没有 G3756 空 G2756 跑
G5143 G5627
，也没有 G3761 G1519 徒 G2756 劳 G2872
G5656
。

ηλαG2443 γελεζζεG1096 ακεκπηνηG273
θαηG2532 αθεξαηνηG185 ηεθλαG5043
ζενπG2316 ακσκαG299 κεζνλG3319
γελεαοG1074 ζθνιηαοG4646 θαηG2532
δηεζηξακκελεοG1294 ελG1722 νηοG3739
θαηλεζζεG5316 σοG5613 θσζηεξεοG5458
ελG1722 θνζκσG2889
ινγνλG3056 δσεοG2222 επερνληεοG1907
εηοG1519 θαπρεκαG2745 εκνηG1698 εηοG1519
εκεξαλG2250 ρξηζηνπG5547 νηηG3754
νπθG3756 εηοG1519 θελνλG2756
εδξακνλG5143 νπδεG3761 εηοG1519
θελνλG2756 εθνπηαζαG2872

17

(G235)

我以你们的 G5216 信心(G3588) G4102 为供献
G3009 (G2532)
的祭物(G3588) G2378 ，我若 G1487 被
浇奠 G4689 G5743 在其上 G1909 ，也 G2532 是喜乐
G5463 G5719
，并且 G2532 与你们 G5213 众人 G3956
一同喜乐 G4796 G5719 。

αιιαG235 εηG1487 θαηG2532 ζπελδνκαηG4689
επηG1909 ηεG3588 ζπζηαG2378 θαηG2532
ιεηηνπξγηαG3009 ηεοG3588 πηζηεσοG4102
πκσλG5216 ραηξσG5463 θαηG2532
ζπγραηξσG4796 παζηλG3956 πκηλG5213

18

(G1161)

你们 G5210 也要 G2532 照样(G3588) G846 喜乐
G5463 G5720
，并且 G2532 与我 G3427 一同喜乐
G4796 G5720
。

ηνG3588 δεG1161 απηνG846 θαηG2532
πκεηοG5210 ραηξεηεG5463 θαηG2532
ζπγραηξεηεG4796 κνηG3427

19

(G1161)

ειπηδσG1679 δεG1161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ηεζνπG2424 ηηκνζενλG5095 ηαρεσοG5030
πεκςαηG3992 πκηλG5213 ηλαG2443
θαγσG2504 επςπρσG2174 γλνποG1097
ηαG3588 πεξηG4012 πκσλG5216

我靠 G1722 主 G2962 耶稣 G2424 指望 G1679
G5719
快 G5030 打发 G3992 G5658 提摩太 G5095 去见
你们 G5213 ，叫 G2443 我 G2504 知道 G1097 G5631 你
们 G5216 的事 G3588 G4012 ，心里就得着安慰
G2174 G5725
。

G1063
我没有别人 G2192 G5719 G3762 与我同
20 因为
心 G2473 ，(G3748) 实在 G1104 挂念 G3309 G5692 你
们 G5216 的事(G3588) G4012 。

21

(G1063)

别人(G3588) G3956 都求 G2212 G5719 自己
G1438
的(G3588) 事，并不 G3756 求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G3588) 事。

νπδελαG3762 γαξG1063 ερσG2192
ηζνςπρνλG2473 νζηηοG3748 γλεζησοG1104
ηαG3588 πεξηG4012 πκσλG5216
κεξηκλεζεηG3309
νηG3588 παληεοG3956 γαξG1063 ηαG3588
εαπησλG1438 δεηνπζηλG2212 νπG3756
ηαG3588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G1161
你们知道 G1097 G5719 提摩太(G846) 的明
22 但
证(G3588) G1382 ；(G3754) (G1519) 他兴旺福音(G3588)
G2098
，与 G4862 我 G1698 同劳 G1398 G5656 ，待我
像儿子 G5043 待父亲 G3962 一样 G5613 。

ηελG3588 δεG1161 δνθηκελG1382 απηνπG846
γηλσζθεηεG1097 νηηG3754 σοG5613
παηξηG3962 ηεθλνλG5043 ζπλG4862
εκνηG1698 εδνπιεπζελG1398 εηοG1519
ηνG3588 επαγγειηνλG2098

(G3303) (G5126) G3767
，我一看出 G872 G5632 我
23 所以
G1691
的事 G3588 G4012 要怎样了结，就 G5613 G302
盼望 G1679 G5719 立刻 G1824 打发 G3992 G5658 他
去；

ηνπηνλG5126 κελG3303 νπλG3767
ειπηδσG1679 πεκςαηG3992 σοG5613 αλG302
αθηδσG872 ηαG3588 πεξηG4012 εκεG1691
εμαπηεοG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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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61
我靠着 G1722 主 G2962 自信 G3982 G5754
24 但
(G3754)
我 G846 也 G2532 必快 G5030 去 G2064
G5695
。

πεπνηζαG3982 δεG1161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νηηG3754 θαηG2532 απηνοG846 ηαρεσοG5030
ειεπζνκαηG2064

G1161
，我想 G2233 G5662 必须 G316 打发
25 然而
G3992 G5658
以巴弗提 G1891 到 G4314 你们 G5209 那
里去。他 G3588 是我的 G3450 兄弟 G80 ，(G2532)
与我一同做工 G4904 ，(G2532) 一同当兵 G4961 ，
(G1161)
是你们 G5216 所差遣 G652 的，也是 G2532
供给 G3011 我 G3450 需用(G3588) G5532 的。

αλαγθαηνλG316 δεG1161 εγεζακελG2233
επαθξνδηηνλG1891 ηνλG3588 αδειθνλG80
θαηG2532 ζπλεξγνλG4904 θαηG2532
ζπζηξαηησηελG4961 κνπG3450 πκσλG5216
δεG1161 απνζηνινλG652 θαηG2532
ιεηηνπξγνλG3011 ηεοG3588 ρξεηαοG5532
κνπG3450 πεκςαηG3992 πξνοG4314
πκαοG5209

26

(G1894)

他很想念 G1971 G5723 G2258 G5713 你们 G5209
众人 G3956 ，(G3708) (G5629) 并且 G2532 极其难过
G85 G5723
，因为 G1360 你们听见 G191 G5656 (G3754)
他病了 G770 G5656 。

επεηδεG1894 επηπνζσλG1971 ελG2258
παληαοG3956 πκαοG5209 [ηδεηλ]G3708
θαηG2532 αδεκνλσλG85 δηνηηG1360
εθνπζαηεG191 νηηG3754 εζζελεζελG770

G2532 G1063
是病了 G770 G5656 ，几乎
27 他实在
G3897
要死 G2288 ；然而 G235 神(G3588) G2316 怜恤
G1653 G5656
他 G846 ，不但 G3756 G1161 G3441 怜恤
他 G846 ，也 G235 G2532 怜恤我 G1691 ，免得
G2443 G3361
我(G2192) (G5632) 忧 G3077 上 G1909 加忧
G3077
。

θαηG2532 γαξG1063 εζζελεζελG770
παξαπιεζηνλG3897 ζαλαηνπG2288
αιιαG235 νG3588 ζενοG2316 ειεεζελG1653
απηνλG846 νπθG3756 απηνλG846 δεG1161
κνλνλG3441 αιιαG235 θαηG2532 εκεG1691
ηλαG2443 κεG3361 ιππελG3077 επηG1909
ιππελG3077 ζρσG2192

G3767
我越发急速 G4708 打发 G3992 G5656 他
28 所以
G846
去，叫 G2443 你们再 G3825 见 G1492 G5631 他
G846
，就可以喜乐 G5463 G5647 ，我 G2504 也可以
G5600 G5753
少些忧愁 G253 。

ζπνπδαηνηεξσοG4708 νπλG3767
επεκςαG3992 απηνλG846 ηλαG2443
ηδνληεοG1492 απηνλG846 παιηλG3825
ραξεηεG5463 θαγσG2504 αιππνηεξνοG253
σG5600

G3767
，你们要(G3326) 在 G1722 主 G2962 里
29 故此
(G3956)
欢欢乐乐 G5479 的接待 G4327 G5737 他
G846
，而且 G2532 要 G2192 G5720 尊重 G1784 这样
的 G5108 人；

πξνζδερεζζεG4327 νπλG3767 απηνλG846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κεηαG3326 παζεοG3956
ραξαοG5479 θαηG2532 ηνποG3588
ηνηνπηνποG5108 εληηκνποG1784 ερεηεG2192

G3754
他为 G1223 做基督(G2962) 的工夫(G3588)
30 因
G2041
，几乎 G1448 G5656 至 G3360 死 G2288 ，不顾
G3851 G5666
性命(G3588) G5590 ，要 G2443 补足 G378
G5661
你们 G5216 供给 G3009 (G4314) 我 G3165 的不
及(G3588) G5303 之处(G3588) 。

νηηG3754 δηαG1223 ηνG3588 εξγνλG2041
θπξηνπG2962 κερξηG3360 ζαλαηνπG2288
εγγηζελG1448 παξαβνιεπζακελνοG3851
ηεG3588 ςπρεG5590 ηλαG2443
αλαπιεξσζεG378 ηνG3588 πκσλG5216
πζηεξεκαG5303 ηεοG3588 πξνοG4314
κεG3165 ιεηηνπξγηαοG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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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

(G3588) (G3063) (G3450)

弟兄们 G80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 G1722 主 G2962 喜乐 G5463 G5720 。我把
这话(G3588) G846 再写给 G1125 G5721 你们 G5213 ，
于我 G1698 并 G3303 不 G3756 为难 G3636 ，于
G1161
你们 G5213 却是妥当 G804 。

ηνG3588 ινηπνλG3063 αδειθνηG80 κνπG3450
ραηξεηεG5463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ηαG3588
απηαG846 γξαθεηλG1125 πκηλG5213
εκνηG1698 κελG3303 νπθG3756
νθλεξνλG3636 πκηλG5213 δεG1161
αζθαιεοG804

2

应当防备 G991 G5720 犬类(G3588) G2965 ，防备 G991
G5720
作 G2040 恶的(G3588) G2556 ，防备 G991 G5720
妄自行割的(G3588) G2699 。

βιεπεηεG991 ηνποG3588 θπλαοG2965
βιεπεηεG991 ηνποG3588 θαθνποG2556
εξγαηαοG2040 βιεπεηεG991 ηελG3588
θαηαηνκελG2699

3

因为 G1063 真受割礼的 G4061 ，乃是 G2070 G5748
我们 G2249 这 G3588 以神 G2316 的灵 G4151 敬拜
G3000 G5723
、(G2532) 在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夸口 G2744 G5740 、(G2532) 不 G3756 靠着
G3982 G5756 (G1722)
肉体 G4561 的。

εκεηοG2249 γαξG1063 εζκελG2070 εG3588
πεξηηνκεG4061 νηG3588 πλεπκαηηG4151
ζενπG2316 ιαηξεπνληεοG3000 θαηG2532
θαπρσκελνηG2744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θαηG2532 νπθG3756 ελG1722
ζαξθηG4561 πεπνηζνηεοG3982

4

其实 G2539 ，我 G1473 也 G2532 可以 G2192 G5723 靠
G4006 G1722
肉体 G4561 ；若是 G1487 别人 G243
G5100
想 G1380 G5719 他可以靠 G3982 G5755 G1722 肉
体 G4561 ，我 G1473 更 G3123 可以靠着了。

θαηπεξG2539 εγσG1473 ερσλG2192
πεπνηζεζηλG4006 θαηG2532 ελG1722
ζαξθηG4561 εηG1487 ηηοG5100 δνθεηG1380
αιινοG243 πεπνηζελαηG3982 ελG1722
ζαξθηG4561 εγσG1473 καιινλG3123

5

我第八天 G3637 受割礼 G4061 ；我是 G1537 以色
列 G2474 族 G1085 、便雅悯 G958 支派 G5443 的
人，是希伯来人 G1445 所生的(G1537) 希伯来人
G1445
。就 G2596 律法 G3551 说，我是法利赛人
G5330
；

πεξηηνκεG4061 νθηαεκεξνοG3637 εθG1537
γελνποG1085 ηζξαειG2474 θπιεοG5443
βεληακηλG958 εβξαηνοG1445 εμG1537
εβξαησλG1445 θαηαG2596 λνκνλG3551
θαξηζαηνοG5330

6

就 G2596 热心 G2205 说，我是逼迫 G1377 G5723 教
会(G3588) G1577 的；就 G2596 律法 G3551 上 G1722
的义(G3588) G1343 说，我是 G1096 G5637 无可指摘
G273
的。

θαηαG2596 δεινοG2205 δησθσλG1377
ηελG3588 εθθιεζηαλG1577 θαηαG2596
δηθαηνζπλελG1343 ηελG3588 ελG1722
λνκσG3551 γελνκελνοG1096
ακεκπηνοG273

7

只是 G235 我先前以为 G2258 G5713 与我 G3427 有
益的 G2771 (G3748) ，(G5023) 我现在因 G1223 基督
(G3588) G5547
都当作 G2233 G5766 有损的 G2209 。

αιιαG235 αηηλαG3748 ελG2258 κνηG3427
θεξδεG2771 ηαπηαG5023 εγεκαηG2233
δηαG1223 ηνλG3588 ρξηζηνλG5547
δεκηαλG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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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但如此 G235 G3304 ，我也 G2532 将万事 G3956
当作 G2233 G5736 有损的 G2209 ，因 G1223 我以认
识(G3588) G1108 我 G3450 主(G3588) G296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为 G1511 G5750 至宝(G3588) G5242
G5723
。我为 G1223 他 G3739 已经丢弃 G2210 G5681
万事 G3588 G3956 ，(G2532) 看 G2233 G5736 作 G1511
G5750
粪土 G4657 ，为要 G2443 得着 G2770 G5661 基
督 G5547 ；

αιιαG235 κελνπλγεG3304 θαηG2532
εγνπκαηG2233 παληαG3956 δεκηαλG2209
εηλαηG1511 δηαG1223 ηνG3588
ππεξερνλG5242 ηεοG3588 γλσζεσοG1108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κνπG3450 δηG1223 νλG3739
ηαG3588 παληαG3956 εδεκησζελG2210
θαηG2532 εγνπκαηG2233 ζθπβαιαG4657
ηλαG2443 ρξηζηνλG5547 θεξδεζσG2770

9

并且 G2532 得以 G2147 G5686 在他 G846 里面
G1722
，不是 G3361 有 G2192 G5723 自己 G1699 因
G1537
律法 G3551 而得的义(G3588) G1343 ，乃是
G235 (G3588)
有(G1223) 信 G4102 基督 G5547 的(G3588)
义，就是因 G1909 信(G3588) G4102 神 G2316 而来的
G1537
义 G1343 ，

θαηG2532 επξεζσG2147 ελG1722 απησG846
κεG3361 ερσλG2192 εκελG1699
δηθαηνζπλελG1343 ηελG3588 εθG1537
λνκνπG3551 αιιαG235 ηελG3588 δηαG1223
πηζηεσοG410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λG3588
εθG1537 ζενπG2316 δηθαηνζπλελG1343
επηG1909 ηεG3588 πηζηεηG4102

(G3588) G1097 G5629
基督(G846) ，(G2532) 晓
10 使我认识
得他 G846 复活(G3588) G386 的大能(G3588) G1411 ，
并且 G2532 晓得和他 G846 一同 G2842 受苦
G3804
，效法 G4833 G5746 他的 G846 死(G3588)
G2288
，

ηνπG3588 γλσλαηG1097 απηνλG846 θαηG2532
ηελG3588 δπλακηλG1411 ηεοG3588
αλαζηαζεσοG386 απηνπG846 θαηG2532
θνηλσληαλG2842 παζεκαησλG3804
απηνπG846 ζπκκνξθηδνκελνοG4833
ησG3588 ζαλαησG2288 απηνπG846

G1487 G4459
我也得以 G2658 G5661 从 G1537 死
11 或者
里(G3588) G3498 复活(G1519) (G3588) G1815 。

εηG1487 πσοG4459 θαηαληεζσG2658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εμαλαζηαζηλG1815
ηελG3588 εθG1537 λεθξσλG3498

G3756 G3754
说我已经 G2235 得着了 G2983
12 这不是
G5627
，(G2228) 已经 G2235 完全了 G5048 G5769 ；我
乃是 G1161 竭力追求 G1377 G5719 ，或者 G1487
G2532
可以得着 G2638 G5632 (G5259)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所以 G1909 G3739 得着 G2638 G5681 我的〔或
作：所要我得的〕。

νπρG3756 νηηG3754 εδεG2235 ειαβνλG2983
εG2228 εδεG2235 ηεηειεησκαηG5048
δησθσG1377 δεG1161 εηG1487 θαηG2532
θαηαιαβσG2638 εθG1909 σG3739 θαηG2532
θαηειεκθζελG2638 ππνG5259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G80
，我 G1473 不是 G3768 以为 G3049
13 弟兄们
G5736
自己 G1683 已经得着了 G2638 G5760 ；我只
有(G1161) 一件 G1520 事(G3588) ，就是忘记 G1950
G5740 (G3303)
背后 G3694 (G3588) ，(G1161) 努力 G1901
G5740
面前的 G1715 ，

αδειθνηG80 εγσG1473 εκαπηνλG1683
νππσG3768 ινγηδνκαηG3049
θαηεηιεθελαηG2638 ελG1520 δεG1161 ηαG3588
κελG3303 νπηζσG3694
επηιαλζαλνκελνοG1950 ηνηοG3588 δεG1161
εκπξνζζελG1715 επεθηεηλνκελνοG1901

G2596
标竿 G4649 直跑 G1377 G5719 ，要得
14 向着
G1519
神(G3588) G2316 在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从上面(G3588) G507 召 G2821 我来得的奖
赏(G3588) G1017 。

θαηαG2596 ζθνπνλG4649 δησθσG1377
εηοG1519 ηνG3588 βξαβεηνλG1017 ηεοG3588
αλσG507 θιεζεσοG2821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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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767
我们中间，凡是 G3745 完全人 G5046
15 所以
总要存这样的 G5124 心 G5426 G5725 ；(G2532) 若在
G1487
什么事 G5100 上存别样的 G2088 心 G5426
G5719
，神(G3588) G2316 也 G2532 必以此 G5124 指示
G601 G5692
你们 G5213 。

νζνηG3745 νπλG3767 ηειεηνηG5046
ηνπηνG5124 θξνλσκελG5426 θαηG2532
εηG1487 ηηG5100 εηεξσοG2088 θξνλεηηεG5426
θαηG2532 ηνπηνG5124 νG3588 ζενοG2316
πκηλG5213 απνθαιπςεηG601

G4133
，我们到了 G5348 G5656 G1519 什么地
16 然而
步 G3739 ，就当照着什么(G846) 地步行(G3588)
G4748 G5721
。

πιελG4133 εηοG1519 νG3739
εθζαζακελG5348 ησG3588 απησG846
ζηνηρεηλG4748

G80
，你们要 G1096 G5737 一同效法 G4831
17 弟兄们
我 G3450 ，也 G2532 当留意看 G4648 G5720 那些
G3588
照(G3779) G2531 (G2192) (G5719) 我们 G2248 榜样
G5179
行 G4043 G5723 的人。

ζπκκηκεηαηG4831 κνπG3450 γηλεζζεG1096
αδειθνηG80 θαηG2532 ζθνπεηηεG4648
ηνποG3588 νπησοG3779
πεξηπαηνπληαοG4043 θαζσοG2531
ερεηεG2192 ηππνλG5179 εκαοG2248

G1063
有许多人 G4183 行事 G4043 G5719 是基
18 因为
督(G3588) G5547 十字架(G3588) G4716 的仇敌(G3588)
G2190
。(G3739) 我屡次 G4178 告诉 G3004 G5707 你们
G5213
，现在 G3568 又 G1161 G2532 流泪的 G2799
G5723
告诉 G3004 G5719 你们：

πνιινηG4183 γαξG1063 πεξηπαηνπζηλG4043
νποG3739 πνιιαθηοG4178 ειεγνλG3004
πκηλG5213 λπλG3568 δεG1161 θαηG2532
θιαησλG2799 ιεγσG3004 ηνποG3588
ερζξνποG2190 ηνπG3588 ζηαπξνπG4716
ηνπG3588 ρξηζηνπG5547

G3739
结局(G3588) G5056 就是沉沦 G684 ；
19 他们的
他们的 G3739 神(G3588) G2316 就是自己的肚腹
(G3588) G2836
。(G2532) 他们以 G1722 自己的 G846 羞
辱(G3588) G152 为荣耀(G3588) G1391 ，(G3588) 专以地
上的事(G3588) G1919 为念 G5426 G5723 。

σλG3739 ηνG3588 ηεινοG5056 απσιεηαG684
σλG3739 νG3588 ζενοG2316 εG3588
θνηιηαG2836 θαηG2532 εG3588 δνμαG1391
ελG1722 ηεG3588 αηζρπλεG152 απησλG846
νηG3588 ηαG3588 επηγεηαG1919
θξνλνπληεοG5426

20

(G1063)

我们 G2257 却是 G5225 G5719 (G1722) 天上
G3772
的国民 G4175 ，并且 G2532 等候 G553 G5736
救主 G4990 ，就是主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从天上(G3739) 降临 G1537 。

G3739
要按着 G2596 那 G3588 能 G1410 G5738
21 他
(G2532)
叫万有(G3588) G3956 归服 G5293 G5658 自己
(G846)
的大能(G3588) G1753 (G846) ，将我们 G2257 这
卑贱的(G3588) G5014 身体(G3588) G4983 改变形状
G3345 G5692
，和他自己 G846 荣耀的(G3588) G1391
身体(G3588) G4983 相似 G4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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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κσλG2257 γαξG1063 ηνG3588
πνιηηεπκαG4175 ελG1722 νπξαλνηοG3772
ππαξρεηG5225 εμG1537 νπG3739 θαηG2532
ζσηεξαG4990 απεθδερνκεζαG553
θπξηνλG2962 ηεζνπλG2424 ρξηζηνλG5547
νοG3739 κεηαζρεκαηηζεηG3345 ηνG3588
ζσκαG4983 ηεοG3588 ηαπεηλσζεσοG5014
εκσλG2257 ζπκκνξθνλG4832 ησG3588
ζσκαηηG4983 ηεοG3588 δνμεοG1391
απηνπG846 θαηαG2596 ηελG3588
ελεξγεηαλG1753 ηνπG3588 δπλαζζαηG1410
απηνλG846 θαηG2532 ππνηαμαηG5293
απησG846 ηαG3588 παληαG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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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1

(G5620)

我 G3450 所亲爱 G27 、(G2532) 所想念的
G1973
弟兄们 G80 ，你们就是我的 G3450 喜乐
G5479
，(G2532) 我的冠冕 G4735 。我亲爱的 G27 弟
兄，你们应当 G3779 靠 G1722 主 G2962 站立得稳
G4739 G5720
。

σζηεG5620 αδειθνηG80 κνπG3450
αγαπεηνηG27 θαηG2532 επηπνζεηνηG1973
ραξαG5479 θαηG2532 ζηεθαλνοG4735
κνπG3450 νπησοG3779 ζηεθεηεG4739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αγαπεηνηG27

2

我劝 G3870 G5719 友阿爹 G2136 和 G2532 (G3870)
(G5719)
循都基 G4941 ，要在 G1722 主 G2962 里同
(G3588) G846
心 G5426 G5721 。

επνδηαλG2136 παξαθαισG3870 θαηG2532
ζπληπρελG4941 παξαθαισG3870 ηνG3588
απηνG846 θξνλεηλG5426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3

(G3483)

我也 G2532 求 G2065 G5719 你 G4571 这真实
G1103
同负一轭的 G4805 ，帮助 G4815 G5732 这两
个女人 G846 ，因为她们 G3748 在 G1722 福音
(G3588) G2098
上曾与 G3326 我 G3427 一同劳苦 G4866
G5656
；还有 G2532 革利免 G2815 ，并 G2532 其余
(G3588) G3062
和我 G3450 一同做工的 G4904 ，他们
的 G3739 名字(G3588) G3686 都在生命 G2222 册 G976
上 G1722 。

λαηG3483 εξσησG2065 θαηG2532 ζεG4571
γλεζηεG1103 ζπδπγεG4805
ζπιιακβαλνπG4815 απηαηοG846
αηηηλεοG3748 ελG1722 ησG3588
επαγγειησG2098 ζπλεζιεζαλG4866
κνηG3427 κεηαG3326 θαηG2532
θιεκεληνοG2815 θαηG2532 ησλG3588
ινηπσλG3062 ζπλεξγσλG4904 κνπG3450
σλG3739 ηαG3588 νλνκαηαG3686 ελG1722
βηβισG976 δσεοG2222

4

你们要靠 G1722 主 G2962 常常 G3842 喜乐 G5463
G5720
。我再 G3825 说 G2046 G5692 ，你们要喜乐
G5463 G5720
。

ραηξεηεG5463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παληνηεG3842 παιηλG3825 εξσG2046
ραηξεηεG5463

5

当叫众 G3956 人 G444 知道 G1097 G5682 你们 G5216
谦让的心(G3588) G1933 。主(G3588) G2962 已经近了
G1451
。

ηνG3588 επηεηθεοG1933 πκσλG5216
γλσζζεησG1097 παζηλG3956
αλζξσπνηοG444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εγγποG1451

6

应当一无 G3367 挂虑 G3309 G5720 ，只要 G235 凡
事 G3956 借着 G1722 祷告(G3588) G4335 、(G2532) 祈
求(G3588) G1162 ，和 G3326 感谢 G2169 ，将你们
G5216
所要的(G3588) G155 告诉 G1107 G5744 (G4314) 神
(G3588) G2316
。

κεδελG3367 κεξηκλαηεG3309 αιιG235
ελG1722 παληηG3956 ηεG3588
πξνζεπρεG4335 θαηG2532 ηεG3588
δεεζεηG1162 κεηαG3326 επραξηζηηαοG2169
ηαG3588 αηηεκαηαG155 πκσλG5216
γλσξηδεζζσG1107 πξνοG4314 ηνλG3588
ζενλG2316

7

(G2532)

θαηG2532 εG3588 εηξελεG1515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G3588 ππεξερνπζαG5242
παληαG3956 λνπλG3563 θξνπξεζεηG5432
ηαοG3588 θαξδηαοG2588 πκσλG5216
θαηG2532 ηαG3588 λνεκαηαG3540 πκσλG5216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神(G3588) G2316 所赐、出人(G3588) G5242
G5723
意外的(G3956) G3563 平安(G3588) G1515 必在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保守 G5432 G5692 你
们的 G5216 心怀 G2588 (G2532) (G5216) 意念(G3588)
G3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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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弟兄们 G80 ，我还有未尽的话(G3588) (G3063) ：凡
G3745
是 G2076 G5748 真实的 G227 、(G3745) 可敬的
G4586
、(G3745) 公义的 G1342 、(G3745) 清洁的
G53
、(G3745) 可爱的 G4375 、(G3745) 有美名的
G2163
，若 G1487 有什么 G5100 德行 G703 ，(G2532)
若 G1487 有什么 G5100 称赞 G1868 ，这些事 G5023
你们都要思念 G3049 G5737 。

ηνG3588 ινηπνλG3063 αδειθνηG80 νζαG3745
εζηηλG2076 αιεζεG227 νζαG3745
ζεκλαG4586 νζαG3745 δηθαηαG1342
νζαG3745 αγλαG53 νζαG3745
πξνζθηιεG4375 νζαG3745 επθεκαG2163
εηG1487 ηηοG5100 αξεηεG703 θαηG2532 εηG1487
ηηοG5100 επαηλνοG1868 ηαπηαG5023
ινγηδεζζεG3049

9

(G2532)

你们在 G1722 我 G1698 身上所学习的 G3129
G5627
，(G2532) 所领受的 G3880 G5627 ，(G2532) 所
听见的 G191 G5656 ，(G2532) 所看见的 G1492
G5627
，这些 G5023 事你们都要(G3739) 去行 G4238
G5719
，(G2532) 赐平安(G3588) G1515 的神(G3588)
G2316
就必 G2071 G5704 与你们 G5216 同在 G3326 。

αG3739 θαηG2532 εκαζεηεG3129 θαηG2532
παξειαβεηεG3880 θαηG2532 εθνπζαηεG191
θαηG2532 εηδεηεG1492 ελG1722 εκνηG1698
ηαπηαG5023 πξαζζεηεG4238 θαηG2532
νG3588 ζενοG2316 ηεοG3588 εηξελεοG1515
εζηαηG2071 κεζG3326 πκσλG5216

10

(G1161)

εραξελG5463 δεG1161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κεγαισοG3171 νηηG3754 εδεG2235
πνηεG4218 αλεζαιεηεG330 ηνG3588
ππεξG5228 εκνπG1700 θξνλεηλG5426
εθG1909 σG3739 θαηG2532 εθξνλεηηεG5426
εθαηξεηζζεG170 δεG1161

我靠 G1722 主 G2962 大大的 G3171 喜乐
G5463 G5644
，因为 G3754 你们思念 G5426 G5721
(G5228)
我 G1700 的心如仉 G2235 (G4218) 又发生
G330 G5627 (G3588)
；你们向来(G1909) (G3739) 就
G2532
思念 G5426 G5707 我，只是 G1161 没得机会
G170 G5711
。

G3756
因 G3754 G2596 缺乏 G5304 说这话
11 我并不是
G3004 G5719
；(G1063) 我无论在 G1722 什么景况
G3739
都(G1510) (G5748) 可以(G1511) (G5750) 知足
G842
，这是我 G1473 已经学会了 G3129 G5627 。

νπρG3756 νηηG3754 θαζG2596
πζηεξεζηλG5304 ιεγσG3004 εγσG1473
γαξG1063 εκαζνλG3129 ελG1722 νηοG3739
εηκηG1510 απηαξθεοG842 εηλαηG1511

G1492 G5758
怎样处卑贱 G5013 G5745 ，也
12 我知道
G2532
知道 G1492 G5758 怎样处丰富 G4052 G5721 ；
或 G2532 饱足 G5526 G5745 ，或 G2532 饥饿 G3983
G5721
；或 G2532 有余 G4052 G5721 ，或 G2532 缺乏
G5302 G5745
，随事 G1722 G3956 (G2532) 随在 G1722
G3956
，我都得了秘诀 G3453 G5769 。

νηδαG1492 θαηG2532 ηαπεηλνπζζαηG5013
νηδαG1492 θαηG2532 πεξηζζεπεηλG4052
ελG1722 παληηG3956 θαηG2532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κεκπεκαηG3453 θαηG2532
ρνξηαδεζζαηG5526 θαηG2532 πεηλαλG3983
θαηG2532 πεξηζζεπεηλG4052 θαηG2532
πζηεξεηζζαηG5302

G1722
那 G3588 加给我 G3165 力量 G1743
13 我靠着
G5723
的，凡事 G3956 都能做 G2480 G5719 。

παληαG3956 ηζρπσG2480 ελG1722 ησG3588
ελδπλακνπληηG1743 κεG3165

G4133
，你们和我 G3450 同 G4790 G5660 受患
14 然而
难(G3588) G2347 原是美 G2573 事 G4160 G5656 。

πιελG4133 θαισοG2573 επνηεζαηεG4160
ζπγθνηλσλεζαληεοG4790 κνπG3450
ηεG3588 ζιηςεηG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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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61)

腓立比人 G5374 哪，你们 G5210 也 G2532 知
道 G1492 G5758 (G3754) 我初(G1722) G746 传福音
(G3588) G2098
离了 G1831 G5627 (G575) 马其顿 G3109
的时候 G3753 ，论到(G1519) G3056 授 G1394 (G2532)
受 G3028 的事，除了 G1487 你们 G5210 以外 G3361
(G3441)
，并没有 G3762 别的教会 G1577 供给 G2841
G5656
我 G3427 。

νηδαηεG1492 δεG1161 θαηG2532 πκεηοG5210
θηιηππεζηνηG5374 νηηG3754 ελG1722
αξρεG746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νηεG3753 εμειζνλG1831 απνG575
καθεδνληαοG3109 νπδεκηαG3762 κνηG3427
εθθιεζηαG1577 εθνηλσλεζελG2841 εηοG1519
ινγνλG3056 δνζεσοG1394 θαηG2532
ιεκςεσοG3028 εηG1487 κεG3361 πκεηοG5210
κνλνηG3441

H3754
我在 G1722 帖撒罗尼迦 G2332 ，你们
16 就是
也 G2532 一次 G530 两次 G1364 的打发 G3992 G5656
人供给(G1519) 我的 G3427 需用(G3588) G5532 。

νηηG3754 θαηG2532 ελG1722
ζεζζαινληθεG2332 θαηG2532 απαμG530
θαηG2532 δηοG1364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ρξεηαλG5532 κνηG3427 επεκςαηεG3992

G3754
不 G3756 求 G1934 G5719 什么馈送(G3588)
17 我并
G1390
，所求的 G1934 G5719 就是 G235 你们的果子
(G3588) G2590
渐渐增多 G4121 G5723 ，归在 G1519 你
们的 G5216 账上 G3056 。

νπρG3756 νηηG3754 επηδεησG1934 ηνG3588
δνκαG1390 αιιαG235 επηδεησG1934
ηνλG3588 θαξπνλG2590 ηνλG3588
πιενλαδνληαG4121 εηοG1519 ινγνλG3056
πκσλG5216

G1161
我样样 G3956 都有 G568 G5719 ，并且
18 但
G2532
有余 G4052 G5719 。我已经充足 G4137
G5769
，因我从 G3844 以巴弗提 G1891 受了 G1209
G5666 (G3844)
你们的 G5216 馈送(G3588) ，当作极美
的 G2175 香气 G3744 ，为神(G3588) G2316 所收纳
G1184
、所喜悦的 G2101 祭物 G2378 。

απερσG568 δεG1161 παληαG3956 θαηG2532
πεξηζζεπσG4052 πεπιεξσκαηG4137
δεμακελνοG1209 παξαG3844
επαθξνδηηνπG1891 ηαG3588 παξG3844
πκσλG5216 νζκελG3744 επσδηαοG2175
ζπζηαλG2378 δεθηελG1184 επαξεζηνλG2101
ησG3588 ζεσG2316

19

(G1161)

我的 G3450 神(G3588) G2316 必照 G2596 他
G846 (G1722)
荣耀 G1391 的丰富(G3588) G4149 ，在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使你们 G5216 一
切 G3956 所需用的 G5532 都充足 G4137 G5692 。

νG3588 δεG1161 ζενοG2316 κνπG3450
πιεξσζεηG4137 παζαλG3956 ρξεηαλG5532
πκσλG5216 θαηαG2596 ηνG3588
πινπηνοG4149 απηνπG846 ελG1722
δνμεG1391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20

(G1161)

ησG3588 δεG1161 ζεσG2316 θαηG2532
παηξηG3962 εκσλG2257 εG3588 δνμαG1391
εηοG1519 ηνποG3588 αησλαοG165 ησλG3588
αησλσλG165 ακελG281

愿荣耀(G3588) G1391 归给我们的 G2257 父
G3962 (G2532)
神(G3588) G2316 ，直到 G1519 永永远
远(G3588) G165 (G3588) G165 。阿们 G281 ！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的各位
21 请问在
G3956
圣徒 G40 安 G782 G5663 。在我 G1698 这里的
(G3588) G4862
众弟兄 G80 都问你们 G5209 安 G782
G5736
。

αζπαζαζζεG782 παληαG3956 αγηνλG40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αζπαδνληαηG782 πκαοG5209 νηG3588
ζπλG4862 εκνηG1698 αδειθνηG80

G3956
圣徒(G3588) G40 都问你们 G5209 安 G782
22 众
G5736
。(G1161) 在 G1537 该撒(G3588) G2541 家里
G3614
的人(G3588) 特特 G3122 的问你们安。

αζπαδνληαηG782 πκαοG5209 παληεοG3956
νηG3588 αγηνηG40 καιηζηαG3122 δεG1161
νηG3588 εθG1537 ηεοG3588 θαηζαξνοG2541
νηθηαοG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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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恩
23 愿主
(G3588) G5485
常在 G3326 你们 G5216 心(G3588) G4151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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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G3588 ραξηοG5485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κεηαG3326
ηνπG3588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πκσλG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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