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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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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 G3972 、(G2532) 西拉 G4610 、(G2532) 提摩太
G5095
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G2331 在神 G2316 我们
G2257
的父 G3962 与 G2532 主 G2962 耶稣 G2424 基
督 G5547 里 G1722 的教会(G3588) G1577 。

παπινοG3972 θαηG2532 ζηινπαλνοG4610
θαηG2532 ηηκνζενοG5095 ηεG3588
εθθιεζηαG1577 ζεζζαινληθεσλG2331
ελG1722 ζεσG2316 παηξηG3962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θπξησG296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σG554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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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αξηοG5485 πκηλG5213 θαηG2532
εηξελεG1515 απνG575 ζενπG2316
παηξνοG3962 θαηG2532 θπξηνπG296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3

弟兄们 G80 ，我们该 G3784 G5719 为 G4012 你们
G5216
常常 G3842 感谢 G2168 G5721 神(G3588)
G2316
，这本 G2531 是 G2076 G5748 合宜的 G514 ；
因 G3754 你们的 G5216 信心(G3588) G4102 格外增长
G5232 G5719
，并且 G2532 你们 G5216 众人 G3956
(G1520) (G1538) (G1519)
彼此 G240 相爱(G3588) G26 的
心也都充足 G4121 G5719 。

επραξηζηεηλG2168 νθεηινκελG3784
ησG3588 ζεσG2316 παληνηεG3842
πεξηG4012 πκσλG5216 αδειθνηG80
θαζσοG2531 αμηνλG514 εζηηλG2076 νηηG3754
ππεξαπμαλεηG5232 εG3588 πηζηηοG4102
πκσλG5216 θαηG2532 πιενλαδεηG4121
εG3588 αγαπεG26 ελνοG1520
εθαζηνπG1538 παλησλG3956 πκσλG5216
εηοG1519 αιιεινποG240

4

甚至(G5620) 我们 G2248 (G846) 在神(G3588) G2316 的
各教会(G3588) G1577 里 G1722 为 G1722 你们 G5213
夸口 G2744 G5738 ，都因 G5228 你们 G5216 在所
G3739
受 G430 G5736 的一切 G3956 (G5216) 逼迫
(G3588) G1375 (G2532)
患难(G3588) G2347 中 G1722 ，仍
旧存忍耐(G3588) G5281 和 G2532 信心 G4102 。

σζηεG5620 απηνποG846 εκαοG2248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εγθαπραζζαηG2744 ελG1722
ηαηοG3588 εθθιεζηαηοG1577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ππεξG5228 ηεοG3588
ππνκνλεοG5281 πκσλG5216 θαηG2532
πηζηεσοG4102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ηνηοG3588 δησγκνηοG1375 πκσλG5216
θαηG2532 ηαηοG3588 ζιηςεζηλG2347 αηοG3739
αλερεζζεG430

5

这正是神(G3588) G2316 公义(G3588) G1342 判断
G2920
的明证 G1730 ，叫(G1519) (G3588) 你们 G5209
可算配得 G2661 G5683 神(G3588) G2316 的国(G3588)
G932
；你们就(G2532) 是为 G5228 这(G3739) 国受苦
G3958 G5719
。

ελδεηγκαG1730 ηεοG3588 δηθαηαοG1342
θξηζεσοG2920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ηοG1519 ηνG3588 θαηαμησζελαηG2661
πκαοG5209 ηεοG3588 βαζηιεηαοG932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ππεξG5228 εοG3739
θαηG2532 παζρεηεG3958

6

(G3844)

εηπεξG1512 δηθαηνλG1342 παξαG3844
ζεσG2316 αληαπνδνπλαηG467 ηνηοG3588
ζιηβνπζηλG2346 πκαοG5209 ζιηςηλG2347

神 G2316 既是 G1512 公义的 G1342 ，就必
将患难 G2347 报应 G467 G5629 那 G3588 加患难
G2346 G5723
给你们 G5209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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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也 G2532 必使你们 G5213 这 G3588 受患难 G2346
G5746
的人与 G3326 我们 G2257 同得平安(G425) 。
那时，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同 G3326 他 G846
有能力 G1411 的天使 G32 从 G575 天上 G3772 在
G1722
火 G4442 焰 G5395 中 G1722 显现(G3588)
G602
，

θαηG2532 πκηλG5213 ηνηοG3588
ζιηβνκελνηοG2346 αλεζηλG425 κεζG3326
εκσλG2257 ελG1722 ηεG3588
απνθαιπςεηG602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ηεζνπG2424 απG575 νπξαλνπG3772
κεηG3326 αγγεισλG32 δπλακεσοG1411
απηνπG846

8

要(G1325) (G5723) 报应 G1557 那 G3588 不 G3361 认识
G1492 G5761
神 G2316 和 G2532 那 G3588 不 G3361 听
从 G5219 G5723 我(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福音(G3588) G2098 的人。

ελG1722 ππξηG4442 θινγνοG5395
δηδνληνοG1325 εθδηθεζηλG1557 ηνηοG3588
κεG3361 εηδνζηλG1492 ζενλG2316 θαηG2532
ηνηοG3588 κεG3361 ππαθνπνπζηλG5219
ησG3588 επαγγειησG2098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9

他们(G3748) 要受 G5099 G5692 刑罚 G1349 ，就是永
远 G166 沉沦 G3639 ，离开(G575) 主(G3588) G2962 的
面 G4383 和 G2532 (G575) 他 G846 权能(G3588) G2479
的荣光(G3588) G1391 。

νηηηλεοG3748 δηθελG1349 ηηζνπζηλG5099
νιεζξνλG3639 αησληνλG166 απνG575
πξνζσπνπG4383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θαηG2532 απνG575 ηεοG3588 δνμεοG1391
ηεοG3588 ηζρπνοG2479 απηνπG846

(G3752)
主 G0 降临 G2064 G5632 、要在
10 这正是
G1722
他 G846 圣徒(G3588) G40 的身上得荣耀 G1740
G5683
，又 G2532 在 G1722 一切 G3956 信(G3588)
G4100 G5723
的人身上显为希奇 G2296 G5683 的
(G1722)
那 G1565 日子(G3588) G2250 。〔(G3754) 我们
G2257
对 G1909 你们 G5209 作的见证(G3588)
G3142
，你们也信 G4100 G5681 了。〕

νηαλG3752 ειζεG2064 ελδνμαζζελαηG1740
ελG1722 ηνηοG3588 αγηνηοG40 απηνπG846
θαηG2532 ζαπκαζζελαηG2296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ηνηοG3588 πηζηεπζαζηλG4100
νηηG3754 επηζηεπζεG4100 ηνG3588
καξηπξηνλG3142 εκσλG2257 εθG1909
πκαοG5209 ελG1722 ηεG3588 εκεξαG2250
εθεηλεG1565

G1519 G3739
，我们(G2532) 常 G3842 为 G4012
11 因此
你们 G5216 祷告 G4336 G5736 ，愿(G2443) 我们的
G2257
神(G3588) G2316 看你们 G5209 配得 G515 G5661
过所蒙的召(G3588) G2821 ，又 G2532 用 G1722 大能
G1411
成就 G4137 G5661 你们一切 G3956 所羡慕
G2107
的良善 G19 和 G2532 一切因信心 G4102 所
做的工夫 G2041 ；

εηοG1519 νG3739 θαηG2532
πξνζεπρνκεζαG4336 παληνηεG3842
πεξηG4012 πκσλG5216 ηλαG2443 πκαοG5209
αμησζεG515 ηεοG3588 θιεζεσοG2821
νG3588 ζενοG2316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πιεξσζεG4137 παζαλG3956
επδνθηαλG2107 αγαζσζπλεοG19 θαηG2532
εξγνλG2041 πηζηεσοG4102 ελG1722
δπλακεηG1411

12

(G3704)

叫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的
名(G3588) G3686 在 G1722 你们 G5213 身上得荣耀
G1740 G5686
，你们 G5210 也 G2532 在 G1722 他 G846
身上得荣耀，都照着 G2596 我们的 G2257 神
(G3588) G2316
并 G2532 主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恩(G3588) G5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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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πσοG3704 ελδνμαζζεG1740 ηνG3588
νλνκαG3686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θαηG2532 πκεηοG5210 ελG1722 απησG846
θαηαG2596 ηελG3588 ραξηλG5485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θπξηνπG296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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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 G80 ，论到 G5228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降临(G3588) (G3952) 和
G2532
我们 G2257 到 G1909 他 G846 那里聚集
G1997
，

εξσησκελG2065 δεG1161 πκαοG5209
αδειθνηG80 ππεξG5228 ηεοG3588
παξνπζηαοG3952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θαηG2532 εκσλG2257 επηζπλαγσγεοG1997
επG1909 απηνλG846

2

(G1161)

我劝 G2065 G5719 你们 G5209 ：无论 G3383
有(G1223) 灵 G4151 、(G3383) 有(G1223) 言语
G3056
、(G3383) 有(G1223) 冒 G5613 (G1223) 我(G2257)
名的书信 G1992 ，说(G5613) (G3754) 主(G3588) G2962
的日子(G3588) G2250 现在〔或作：就〕到 G1764
G5758
了，(G5209) 不要(G1519) (G3588) G3361 轻易
G5030
动 G4531 G5683 (G575) 心(G3588) (G3563) ，也不
G3366
要惊慌 G2360 G5745 。

εηοG1519 ηνG3588 κεG3361 ηαρεσοG5030
ζαιεπζελαηG4531 πκαοG5209 απνG575
ηνπG3588 λννοG3563 κεδεG3366
ζξνεηζζαηG2360 κεηεG3383 δηαG1223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κεηεG3383 δηαG1223
ινγνπG3056 κεηεG3383 δηG1223
επηζηνιεοG1992 σοG5613 δηG1223
εκσλG2257 σοG5613 νηηG3754
ελεζηεθελG1764 εG3588 εκεξαG2250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3

人(G5100) 不拘用 G2596 什么 G3367 法子 G5158 ，
你们 G5209 总不要 G3361 被他诱惑 G1818 G5661 ；
因为 G3754 那日子以前(G3361) (G2064) (G5632)
(G1437)
，必(G4412) 有离道反教的事(G3588)
G646
，并 G2532 有那 G3588 大罪(G458) 人(G3588)
G444
，就是沉沦(G3588) G684 之子(G3588) G5207 ，
显露 G601 G5686 出来。

κεG3361 ηηοG5100 πκαοG5209
εμαπαηεζεG1818 θαηαG2596 κεδελαG3367
ηξνπνλG5158 νηηG3754 εαλG1437 κεG3361
ειζεG2064 εG3588 απνζηαζηαG646
πξσηνλG4412 θαηG2532 απνθαιπθζεG601
νG3588 αλζξσπνοG444 ηεοG3588
αλνκηαοG458 νG3588 πηνοG5207 ηεοG3588
απσιεηαοG684

4

他(G3588) 是抵挡 G480 G5740 主 G0 ，(G2532) 高抬
自己 G5229 G5746 ，超过 G1909 一切 G3956 称为
G3004 G5746
神 G2316 的和(G2228) 一切受人敬拜的
G4574
，甚至 G5620 (G846) 坐 G2523 G5658 在神
(G3588) G2316
的殿(G3588) G3485 里 G1519 ，自 G1438
称 G584 G5723 (G3754) 是 G2076 G5748 神 G2316 。

νG3588 αληηθεηκελνοG480 θαηG2532
ππεξαηξνκελνοG5229 επηG1909
παληαG3956 ιεγνκελνλG3004 ζενλG2316
εG2228 ζεβαζκαG4574 σζηεG5620
απηνλG846 εηοG1519 ηνλG3588 λανλG3485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θαζηζαηG2523
απνδεηθλπληαG584 εαπηνλG1438 νηηG3754
εζηηλG2076 ζενοG2316

5

(G3754)

我还 G2089 在 G5607 G5752 你们 G5209 那里
(G4314)
的时候，曾把这些 G5023 事告诉 G3004
G5707
你们 G5213 ，你们不 G3756 记得 G3421 G5719
么？

νπG3756 κλεκνλεπεηεG3421 νηηG3754
εηηG2089 σλG5607 πξνοG4314 πκαοG5209
ηαπηαG5023 ειεγνλG3004 πκηλG5213

6

现在 G3568 你们也 G2532 知道 G1492 G5758 ，那
G3588
拦阻 G2722 G5723 他的是什么，是叫(G1519)
(G3588)
他 G846 到 G1722 了的(G846) 时候(G3588)
G2540
才可以显露 G601 G5683 。

θαηG2532 λπλG3568 ηνG3588 θαηερνλG2722
νηδαηεG1492 εηοG1519 ηνG3588
απνθαιπθζελαηG601 απηνλG846 ελG1722
ησG3588 απηνπG846 θαηξσG2540

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 2 章

第3页

7

因为 G1063 那 G3588 不法 G458 的隐意(G3588) G3466
已经 G2235 发动 G1754 G5731 ，只是 G3440 现在
G737
有一个拦阻(G3588) G2722 G5723 的，等到
G2193
那拦阻的被 G1096 G5638 除去(G1537)
(G3319)
，

ηνG3588 γαξG1063 κπζηεξηνλG3466
εδεG2235 ελεξγεηηαηG1754 ηεοG3588
αλνκηαοG458 κνλνλG3440 νG3588
θαηερσλG2722 αξηηG737 εσοG2193 εθG1537
κεζνπG3319 γελεηαηG1096

8

(G2532)

那时 G5119 这 G3588 不法的 G459 人必显露
G601 G5701
出来。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要用
(G846)
口(G3588) G4750 中的气(G3588) G4151 灭绝
G337 G5692
他(G3739) ，(G2532) 用(G846) 降临(G3588)
G3952
的荣光(G3588) G2015 废掉 G2673 G5692 他。

θαηG2532 ηνηεG5119
απνθαιπθζεζεηαηG601 νG3588
αλνκνοG459 νλG3739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ηεζνπο]G2424 αλειεηG337 ησG3588
πλεπκαηηG4151 ηνπG3588 ζηνκαηνοG4750
απηνπG846 θαηG2532 θαηαξγεζεηG2673
ηεG3588 επηθαλεηαG2015 ηεοG3588
παξνπζηαοG3952 απηνπG846

9

这不法的人(G3739) 来(G3588) G3952 ，是 G2076
G5748
照 G2596 撒但(G3588) G4567 的运动 G1753 ，
行(G1722) 各样的 G3956 异能 G1411 、(G2532) 神迹
G4592
，和 G2532 一切虚假的 G5579 奇事 G5059 ，

νπG3739 εζηηλG2076 εG3588 παξνπζηαG3952
θαηG2596 ελεξγεηαλG1753 ηνπG3588
ζαηαλαG4567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δπλακεηG1411 θαηG2532 ζεκεηνηοG4592
θαηG2532 ηεξαζηλG5059 ςεπδνποG5579

G2532
在那(G3588) 沉沦 G622 G5730 的人身上
10 并且
行 G1722 各样 G3956 出于不义 G93 的诡诈 G539 ；
因 G473 他们(G3739) 不 G3756 领受 G1209 G5662 爱
(G3588) G26
真理(G3588) G225 的心，使 G1519 G3588
他们 G846 得救 G4982 G5683 。

θαηG2532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απαηεG539
αδηθηαοG93 ηνηοG3588 απνιιπκελνηοG622
αλζG473 σλG3739 ηελG3588 αγαπελG26
ηεοG3588 αιεζεηαοG225 νπθG3756
εδεμαληνG1209 εηοG1519 ηνG3588
ζσζελαηG4982 απηνποG846

G1223 G5124
，神(G3588) G2316 就 G2532 给
11 故此
(G3992) (G5692)
他们 G846 一个生发 G1753 错误
G4106
的心，叫 G1519 G3588 他们 G846 信从 G4100
G5658
虚谎(G3588) G5579 ，

θαηG2532 δηαG1223 ηνπηνG5124 πεκπεηG3992
απηνηοG846 νG3588 ζενοG2316
ελεξγεηαλG1753 πιαλεοG4106 εηοG1519
ηνG3588 πηζηεπζαηG4100 απηνποG846
ησG3588 ςεπδεηG5579

G2443
一切 G3956 不 G3361 信(G3588) G4100 G5660
12 使
真理(G3588) G225 、倒 G235 喜爱 G2106 G5660 不义
(G3588) G93
的人都被定罪 G2919 G5686 。

ηλαG2443 θξηζσζηλG2919 παληεοG3956
νηG3588 κεG3361 πηζηεπζαληεοG4100
ηεG3588 αιεζεηαG225 αιιαG235
επδνθεζαληεοG2106 ηεG3588 αδηθηαG93

G2962
所 G5259 爱 G25 G5772 的弟兄们 G80 哪，
13 主
(G1161)
我们 G2249 本该 G3784 G5719 常 G3842 为
G4012
你们 G5216 感谢 G2168 G5721 神(G3588)
G2316
；因为 G3754 他(G3588) (G2316) 从 G575 起初
G746
拣选 G138 G5639 了你们 G5209 ，叫你们因
(G2532)
信 G4102 真道 G225 ，又被圣灵 G4151 感
动，成为(G1722) 圣洁 G38 ，能以 G1519 得救
G4991
。

εκεηοG2249 δεG1161 νθεηινκελG3784
επραξηζηεηλG2168 ησG3588 ζεσG2316
παληνηεG3842 πεξηG4012 πκσλG5216
αδειθνηG80 εγαπεκελνηG25 ππνG5259
θπξηνπG2962 νηηG3754 εηιαηνG138
πκαοG5209 νG3588 ζενοG2316 απG575
αξρεοG746 εηοG1519 ζσηεξηαλG4991
ελG1722 αγηαζκσG38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θαηG2532 πηζηεηG4102 αιεζεηαοG225

第4页

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 2 章

14

(G1519) (G3739)

神借 G1223 我们 G2257 所传的福音
(G3588) G2098
召 G2564 G5656 你们 G5209 到这地
步，好 G1519 得着 G4047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荣光 G1391 。

εηοG1519 νG3739 εθαιεζελG2564 πκαοG5209
δηαG1223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εκσλG2257 εηοG1519 πεξηπνηεζηλG4047
δνμεοG1391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G686 G3767
，弟兄们 G80 ，你们要站立得
15 所以
稳 G4739 G5720 ，(G2532) 凡所(G3739) 领受(G1321)
(G5681)
的教训(G3588) G3862 ，不拘 G1535 是(G1223)
我们 G2257 口传(G3056) 的，(G1535) 是(G1223) 信
G1992
上写的，都要坚守 G2902 G5720 。

αξαG686 νπλG3767 αδειθνηG80
ζηεθεηεG4739 θαηG2532 θξαηεηηεG2902
ηαοG3588 παξαδνζεηοG3862 αοG3739
εδηδαρζεηεG1321 εηηεG1535 δηαG1223
ινγνπG3056 εηηεG1535 δηG1223
επηζηνιεοG1992 εκσλG2257

G1161
愿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16 但
基督 G5547 (G846) 和 G2532 那 G3588 爱 G25 G5660 我
们 G2248 、(G2532) 开(G1722) 恩 G5485 将永远的
G166
安慰 G3874 并 G2532 美好的 G18 盼望 G1680
赐给 G1325 G5631 我们的(G2257) 父(G3588) G3962 神
(G3588) G2316
，

απηνοG846 δεG1161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οG2424 ρξηζηνοG5547
θαηG2532 [ν]G3588 ζενοG2316 νG3588
παηεξG3962 εκσλG2257 νG3588
αγαπεζαοG25 εκαοG2248 θαηG2532
δνποG1325 παξαθιεζηλG3874 αησληαλG166
θαηG2532 ειπηδαG1680 αγαζελG18 ελG1722
ραξηηηG5485

G3870 G5659
你们的 G5216 心(G3588) G2588 ，
17 安慰
并且 G2532 在 G1722 一切 G3956 善 G18 行 G2041
(G2532)
善言 G3056 上坚固 G4741 G5659 你们。

παξαθαιεζαηG3870 πκσλG5216 ηαοG3588
θαξδηαοG2588 θαηG2532 ζηεξημαηG4741
ελG1722 παληηG3956 εξγσG2041 θαηG2532
ινγσG3056 αγαζσG18

第3章
1

弟兄们 G80 ，我还有话说(G3588) (G3063) ：请你
们为 G4012 我们 G2257 祷告 G4336 G5737 ，好叫
G2443
主(G3588) G2962 [雅伟]的道理(G3588) G3056
快快行开 G5143 G5725 ，(G2532) 得着荣耀 G1392
G5747
，正如 G2531 (G2532) 在(G4314) 你们 G5209 中
间一样。

ηνG3588 ινηπνλG3063 πξνζεπρεζζεG4336
αδειθνηG80 πεξηG4012 εκσλG2257
ηλαG2443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ηξερεG5143 θαηG2532
δνμαδεηαηG1392 θαζσοG2531 θαηG2532
πξνοG4314 πκαοG5209

2

也 G2532 叫 G2443 我们脱离 G4506 G5686 (G575) 无
理(G3588) G824 (G2532) 之恶 G4190 人 G444 的手，因
为 G1063 人不 G3756 都(G3956) 是有信心(G3588)
G4102
。

θαηG2532 ηλαG2443 ξπζζσκελG4506
απνG575 ησλG3588 αηνπσλG824 θαηG2532
πνλεξσλG4190 αλζξσπσλG444 νπG3756
γαξG1063 παλησλG3956 εG3588 πηζηηοG4102

3

但 G1161 主(G3588) G2962 [雅伟]是 G2076 G5748 信
实的 G4103 ，(G3739) 要坚固 G4741 G5692 你们
G5209
，(G2532) 保护 G5442 G5692 你们脱离 G575 那
G3588
恶者 G4190 。〔或作：脱离凶恶〕。

πηζηνοG4103 δεG1161 εζηηλG2076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νοG3739 ζηεξημεηG4741
πκαοG5209 θαηG2532 θπιαμεηG5442
απνG575 ηνπG3588 πνλεξνπG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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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1161)

我们靠(G1722) 主 G2962 [雅伟]深信 G3982
G5754
，(G1909) 你们 G5209 (G3754) (G2532) 现在是遵
行 G4160 G5719 (G3739) 我们所吩咐 G3853 G5719
的，后来也 G2532 必要遵行 G4160 G5692 。

πεπνηζακελG3982 δεG1161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εθG1909 πκαοG5209 νηηG3754
αG3739 παξαγγειινκελG3853 [θαη]G2532
πνηεηηεG4160 θαηG2532 πνηεζεηεG4160

5

(G1161)

愿主(G3588) G2962 [雅伟]引导 G2720 G5659
你们的 G5216 心(G3588) G2588 ，叫(G1519) 你们爱
(G3588) G26
神(G3588) G2316 ，并 G2532 学(G1519) 基
督(G3588) G5547 的忍耐(G3588) G5281 。

νG3588 δεG1161 θπξηνοG2962
θαηεπζπλαηG2720 πκσλG5216 ηαοG3588
θαξδηαοG2588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αγαπελG26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ππνκνλελG5281
ηνπG3588 ρξηζηνπG5547

6

(G1161)

弟兄们 G80 ，我们奉 G1722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名 G3686 吩咐 G3853
G5719
你们 G5213 ，凡有(G3956) 弟兄 G80 不按规
矩 G814 而行 G4043 G5723 ，(G2532) 不 G3361 遵守
(G2596) (G3739)
从 G3844 我们 G2257 所受 G3880 G5627
的教训(G3588) G3862 ，(G5209) 就当远离 G4724
G5733 (G575)
他。

παξαγγειινκελG3853 δεG1161 πκηλG5213
αδειθνηG80 ελG1722 νλνκαηηG3686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ζηειιεζζαηG4724
πκαοG5209 απνG575 παληνοG3956
αδειθνπG80 αηαθησοG814
πεξηπαηνπληνοG4043 θαηG2532 κεG3361
θαηαG2596 ηελG3588 παξαδνζηλG3862
ελG3739 παξειαβεηεG3880 παξG3844
εκσλG2257

7

(G1063)

你们自己 G846 原知道 G1492 G5758 应当
G1163 G5748
怎样 G4459 效法 G3401 G5738 我们
G2248
。因为 G3754 我们在你们 G5213 中间
G1722
，未尝 G3756 不按规矩 G812 G5656 而行，

απηνηG846 γαξG1063 νηδαηεG1492 πσοG4459
δεηG1163 κηκεηζζαηG3401 εκαοG2248
νηηG3754 νπθG3756 εηαθηεζακελG812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8

也未尝 G3761 白 G1432 吃 G5315 G5627 人(G5100) 的
(G3844)
饭(G740) ，倒 G235 是(G1722) 辛苦 G3449
(G2532)
劳碌 G2873 ，昼 G2250 (G2532) 夜 G3571 做工
G2038 G5740
，免得(G3588) G3361 叫(G4314) 你们
G5216
一人(G5100) 受累 G1912 G5658 。

νπδεG3761 δσξεαλG1432 αξηνλG740
εθαγνκελG5315 παξαG3844 ηηλνοG5100
αιιG235 ελG1722 θνπσG2873 θαηG2532
κνρζσG3449 λπθηνοG3571 θαηG2532
εκεξαοG2250 εξγαδνκελνηG2038
πξνοG4314 ηνG3588 κεG3361
επηβαξεζαηG1912 ηηλαG5100 πκσλG5216

9

这并不是 G3756 因 G3754 我们没 G3756 有 G2192
G5719
权柄 G1849 ，乃是 G235 要 G2443 (G1438) 给
(G1325) (G5632)
你们 G5213 作榜样 G5179 ，叫 G1519
你们(G3588) 效法 G3401 G5738 我们 G2248 。

νπρG3756 νηηG3754 νπθG3756 ερνκελG2192
εμνπζηαλG1849 αιιG235 ηλαG2443
εαπηνποG1438 ηππνλG5179 δσκελG1325
πκηλG5213 εηοG1519 ηνG3588 κηκεηζζαηG3401
εκαοG2248

10

(G1063) (G2532)

θαηG2532 γαξG1063 νηεG3753 εκελG1510
πξνοG4314 πκαοG5209 ηνπηνG5124
παξεγγειινκελG3853 πκηλG5213 νηηG3754
εηG1487 ηηοG5100 νπG3756 ζειεηG2309
εξγαδεζζαηG2038 κεδεG3366
εζζηεησG2068

我们(G1510) 在你们 G5209 那里
(G4314)
的时候 G3753 ，曾吩咐 G3853 G5707 你们
G5213
说(G5124) ，(G3754) 若 G1487 有人 G5100 不
G3756
肯 G2309 G5719 做工 G2038 G5738 ，就不 G3366
可吃 G2068 G5720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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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63
我们听说 G191 G5719 ，在你们 G5213 中
11 因
间 G1722 有人 G5100 不按规矩 G814 而行 G4043
G5723
，什么工都不 G3367 做 G2038 G5740 ，反倒
G235
专管闲事 G4020 G5740 。

12

(G1161)

我们靠(G1722) 主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吩咐 G3853 G5719 、(G2532) 劝戒 G3870 G5719
这样 G3588 的 G5108 人，(G2443) 要(G3326) 安静
G2271
做工 G2038 G5740 ，吃 G2068 G5725 自己的
G1438
饭(G3588) (G740) 。

G80
，(G1161) 你们 G5210 行善 G2569 G5723
13 弟兄们
不可 G3361 丧志 G1573 G5661 。

14

(G1161)

若 G1487 有人 G5100 不 G3756 听从 G5219
G5719
我们 G2257 (G1223) 这 G3588 信 G1992 上的话
(G3588) G3056
，要记下 G4593 G5732 他(G5126) ，不
G3361
和他 G846 交往 G4874 G5732 ，叫 G2443 他自
觉羞愧 G1788 G5652 。

G2532
不要 G3361 以 G2233 G5737 他为 G5613 仇
15 但
人 G2190 ，(G235) 要劝 G3560 G5720 他如 G5613 弟
兄 G80 。

16

(G1161)

愿赐平安(G3588) G1515 的主(G3588) G2962
[雅伟]随时(G1223) (G3956) 随事(G1722) (G3956)
(G5158)
亲自 G846 给 G1325 G5630 你们 G5213 平安
(G3588) G1515
！愿主(G3588) G2962 [雅伟]常与
G3326
你们 G5216 众人 G3956 同在！

αθνπνκελG191 γαξG1063 ηηλαοG5100
πεξηπαηνπληαοG4043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αηαθησοG814 κεδελG3367
εξγαδνκελνποG2038 αιιαG235
πεξηεξγαδνκελνποG4020
ηνηοG3588 δεG1161 ηνηνπηνηοG5108
παξαγγειινκελG3853 θαηG2532
παξαθαινπκελG3870 ελG1722 θπξησG296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σG5547 ηλαG2443
κεηαG3326 εζπρηαοG2271
εξγαδνκελνηG2038 ηνλG3588 εαπησλG1438
αξηνλG740 εζζησζηλG2068
πκεηοG5210 δεG1161 αδειθνηG80 κεG3361
εγθαθεζεηεG1573 θαινπνηνπληεοG2569
εηG1487 δεG1161 ηηοG5100 νπρG3756
ππαθνπεηG5219 ησG3588 ινγσG3056
εκσλG2257 δηαG1223 ηεοG3588
επηζηνιεοG1992 ηνπηνλG5126
ζεκεηνπζζεG4593 κεG3361
ζπλαλακηγλπζζαηG4874 απησG846
ηλαG2443 εληξαπεG1788
θαηG2532 κεG3361 σοG5613 ερζξνλG2190
εγεηζζεG2233 αιιαG235 λνπζεηεηηεG3560
σοG5613 αδειθνλG80
απηνοG846 δεG1161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ηεοG3588 εηξελεοG1515 δσεG1325
πκηλG5213 ηελG3588 εηξελελG1515 δηαG1223
παληνοG3956 ελG1722 παληηG3956
ηξνπσG5158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κεηαG3326 παλησλG3956 πκσλG5216

G3972
亲(G3588) (G1699) 笔(G5495) 问你们安
17 我保罗
(G3588) G783
。凡(G1722) (G3956) 我的信 G1992 都以
此 G3739 为 G2076 G5748 记 G4592 ，我的笔迹
(G1125) (G5719)
就是这样 G3779 。

νG3588 αζπαζκνοG783 ηεG3588 εκεG1699
ρεηξηG5495 παπινπG3972 νG3739 εζηηλG2076
ζεκεηνλG4592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επηζηνιεG1992 νπησοG3779 γξαθσG1125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18 愿我们
G5547
的恩(G3588) G5485 常与你们 G5216 众人 G3956
同在 G3326 ！

εG3588 ραξηοG5485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κεηαG3326 παλησλG3956 πκσλG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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