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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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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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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 

第 1 章 

1 奉 G2596 我们 G2257 救主 G4990 神 G2316 和 G2532 

我们的 G2257 盼望(G3588) G1680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之命 G2003 ，作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使徒
G652 的保罗 G3972 ， 

  παπινο
G3972 απνζηνινοG65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θαηG2596 

επηηαγελG2003 ζενπG2316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εοG3588 ειπηδνοG1680 

εκσλG2257  

2 写信给那因 G1722 信主 G4102 作我真 G1103 儿子
G5043 的提摩太 G5095 。愿恩惠 G5485 、怜悯
G1656 、平安 G1515 从 G575 父 G3962 神 G2316 和
G2532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归与你！ 

  ηηκνζεσ
G5095 γλεζησG1103 ηεθλσG5043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ραξηοG5485 ειενοG1656 

εηξελεG1515 απνG575 ζενπG2316 

παηξνοG3962 θαηG253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3 
(G2531) 我往 G4198 G5740 马其顿 G3109 去 G1519 的

时候，曾劝 G3870 G5656 你 G4571 仍住 G4357 G5658 

在 G1722 以弗所 G2181 ，好 G2443 嘱咐 G3853 G5661 

那几个人 G5100 不可 G3361 传异教 G2085 G5721 ， 

  θαζσοG2531 παξεθαιεζαG3870 ζεG4571 

πξνζκεηλαηG4357 ελG1722 εθεζσG2181 

πνξεπνκελνοG4198 εηοG1519 

καθεδνληαλG3109 ηλαG2443 

παξαγγεηιεοG3853 ηηζηλG5100 κεG3361 

εηεξνδηδαζθαιεηλG2085  

4 也不可 G3366 听从 G4337 G5721 荒渺无凭的话语
G3454 和 G2532 无穷的 G562 家谱 G1076 ；这等事
G3748 只生 G3930 G5719 辩论 G2214 ，并不 G3123 

G2228 发明神 G2316 在信(G3588) G4102 上 G1722 所立

的章程 G3622 。 

  κεδε
G3366 πξνζερεηλG4337 κπζνηοG3454 

θαηG2532 γελεαινγηαηοG1076 

απεξαληνηοG562 αηηηλεοG3748 

εθδεηεζεηοG2214 παξερνπζηλG3930 

καιινλG3123 εG2228 νηθνλνκηαλG3622 

ζενπG2316 ηελG3588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5 但 G1161 命仙(G3588) G3852 的总归(G3588) G5056 就

是 G2076 G5748 爱 G26 ；这爱是从 G1537 清洁的
G2513 心 G2588 和 G2532 无亏的 G18 良心 G4893 ，
(G2532) 无伪的 G505 信心 G4102 生出来的。 

  ην
G3588 δεG1161 ηεινοG5056 ηεοG3588 

παξαγγειηαοG3852 εζηηλG2076 αγαπεG26 

εθG1537 θαζαξαοG2513 θαξδηαοG2588 

θαηG2532 ζπλεηδεζεσοG4893 αγαζεοG18 

θαηG2532 πηζηεσοG4102 αλππνθξηηνπG505  

6 有人 G5100 偏离 G795 G5660 这些 G3739 ，反去
G1624 G5648 G1519 讲虚浮的话 G3150 ， 

  σλG3739 ηηλεοG5100 αζηνρεζαληεοG795 

εμεηξαπεζαλG1624 εηοG1519 

καηαηνινγηαλG3150  

7 想要 G2309 G5723 作 G1511 G5750 教法师 G3547 ，却

不 G3361 明白 G3539 G5723 (G3383) 自己所讲说的
G3004 G5719 (G3739) (G3383) 所 G4012 论定的 G1226 

G5736 (G5101) 。 

  ζεινληεο
G2309 εηλαηG1511 

λνκνδηδαζθαινηG3547 κεG3361 

λννπληεοG3539 κεηεG3383 αG3739 

ιεγνπζηλG3004 κεηεG3383 πεξηG4012 

ηηλσλG5101 δηαβεβαηνπληαηG1226  



 
第 2 页 提摩太前书 第 1 章 

8 
(G1161) 我们知道 G1492 G5758 律法(G3588) G3551 原

是(G3754) 好的 G2570 ，只要 G1437 人 G5100 用得
G5530 G5741 (G846) 合宜 G3545 ； 

  νηδακελ
G1492 δεG1161 νηηG3754 θαινοG2570 

νG3588 λνκνοG3551 εαλG1437 ηηοG5100 

απησG846 λνκηκσοG3545 ρξεηαηG5530  

9 
(G1492) (G5761) (G5124) 因为 G3754 律法 G3551 不是
G3756 为义人 G1342 设立 G2749 G5736 的，乃是
G1161 为不法 G459 和 G2532 不服 G506 的，不虔诚
G765 和 G2532 犯罪 G268 的，不圣洁 G462 和 G2532 

恋世俗 G952 的，弑父 G3964 (G2532) 母 G3389 和杀

人 G409 的， 

  εηδσοG1492 ηνπηνG5124 νηηG3754 

δηθαησG1342 λνκνοG3551 νπG3756 

θεηηαηG2749 αλνκνηοG459 δεG1161 θαηG2532 

αλππνηαθηνηοG506 αζεβεζηλG765 θαηG2532 

ακαξησινηοG268 αλνζηνηοG462 θαηG2532 

βεβεινηοG952 παηξνισαηοG3964 θαηG2532 

κεηξνισαηοG3389 αλδξνθνλνηοG409  

10 行淫 G4205 和亲男色 G733 的，抢人口 G405 和说

谎话 G5583 的，并起假誓的 G1965 ，或是 G2532 

(G1487) 为别 G2087 样 G5100 敌 G480 G5736 正 G5198 

G5723 道(G3588) G1319 的事设立的。 

  πνξλνηο
G4205 αξζελνθνηηαηοG733 

αλδξαπνδηζηαηοG405 ςεπζηαηοG5583 

επηνξθνηοG1965 θαηG2532 εηG1487 ηηG5100 

εηεξνλG2087 ηεG3588 πγηαηλνπζεG519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αληηθεηηαηG480  

11 这是照着 G2596 可称颂(G3588) G3107 之神 G2316 

(G3739) 交托 G4100 G5681 我 G1473 荣耀(G3588) G1391 

福音(G3588) G2098 说的。 

  θαηα
G2596 ηνG3588 επαγγειηνλG2098 

ηεοG3588 δνμεοG1391 ηνπG3588 

καθαξηνπG3107 ζενπG2316 νG3739 

επηζηεπζελG4100 εγσG1473  

12 
(G2532) 我感谢 G2192 G5719 G5485 那 G3588 给我
G3165 力量 G1743 G5660 的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因 G3754 他以 G2233 G5662 

我 G3165 有忠心 G4103 ，派 G5087 G5642 我(G1519) 

服事 G1248 他。 

  ραξηλ
G5485 ερσG2192 ησG3588 

ελδπλακσζαληηG1743 κεG3165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ησG3588 

θπξησG2962 εκσλG2257 νηηG3754 

πηζηνλG4103 κεG3165 εγεζαηνG2233 

ζεκελνοG5087 εηοG1519 δηαθνληαλG1248  

13 我(G3588) 从前 G4386 是 G5607 G5752 亵渎神 G989 

的，(G2532) 逼迫人的 G1376 ，(G2532) 侮慢人的
G5197 ；然而 G235 我还蒙了怜悯 G1653 G5681 ，因
G3754 我是不信 G570 不明白 G50 G5723 的时候
(G1722) 而做 G4160 G5656 的。 

  ην
G3588 πξνηεξνλG4386 νληαG5607 

βιαζθεκνλG989 θαηG2532 δησθηελG1376 

θαηG2532 πβξηζηελG5197 αιιαG235 

ειεεζελG1653 νηηG3754 αγλνσλG50 

επνηεζαG4160 ελG1722 απηζηηαG570  

14 并且 G1161 我(G2257) 主(G3588) G2962 的恩(G3588) 

G5485 是格外丰盛 G5250 G5656 ，使我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有 G3326 (G3588) 信心
G4102 和 G2532 爱心 G26 。 

  ππεξεπιενλαζελ
G5250 δεG1161 εG3588 

ραξηοG5485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κεηαG3326 πηζηεσοG4102 

θαηG2532 αγαπεοG26 ηεοG358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15 “(G3754)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降 G2064 G5627 

(G1519) 世(G3588) G2889 ，为要拯救 G4982 G5658 罪

人 G268 。”这 G3588 话 G3056 是可信的 G4103 ，
(G2532) 是(G514) 十分 G3956 可佩服 G594 的。在罪

人中(G3739) 我 G1473 是 G1510 G5748 个罪魁
G4413 。 

  πηζηνο
G4103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θαηG2532 

παζεοG3956 απνδνρεοG594 αμηνοG514 

νηηG3754 ρξηζηνοG5547 ηεζνποG2424 

ειζελG2064 εηοG1519 ηνλG3588 θνζκνλG2889 

ακαξησινποG268 ζσζαηG4982 σλG3739 

πξσηνοG4413 εηκηG1510 εγσG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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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然而 G235 (G5124) (G1223) ，我蒙了怜悯 G1653 

G5681 ，是因 G2443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要在
G1722 我 G1698 这罪魁 G4413 身上显明 G1731 G5672 

他一切的 G537 忍耐(G3588) G3115 ，给后来(G3588) 

G3195 G5723 信 G4100 G5721 (G1909) 他 G846 得(G1519) 

永 G166 生 G2222 的人作 G4314 榜样 G5296 。 

  αιια
G235 δηαG1223 ηνπηνG5124 

ειεεζελG1653 ηλαG2443 ελG1722 εκνηG1698 

πξσησG4413 ελδεημεηαηG1731 

ρξηζηνοG5547 ηεζνποG2424 ηελG3588 

απαζαλG537 καθξνζπκηαλG3115 

πξνοG4314 ππνηππσζηλG5296 ησλG3588 

κειινλησλG3195 πηζηεπεηλG4100 επG1909 

απησG846 εηοG1519 δσελG2222 αησληνλG166  

17 但愿 G1161 尊贵 G5092 、(G2532) 荣耀 G1391 归与那

不能朽坏 G862 、不能看见 G517 、永世(G3588) 

G165 的君王(G3588) G935 、独一的 G3441 神
G2316 ，直到 G1519 永永远远(G3588) G165 (G3588) 

G165 。阿们 G281 ！ 

  ησ
G3588 δεG1161 βαζηιεηG935 ησλG3588 

αησλσλG165 αθζαξησG862 ανξαησG517 

κνλσG3441 ζεσG2316 ηηκεG5092 θαηG2532 

δνμαG1391 εηοG1519 ηνποG3588 αησλαοG165 

ησλG3588 αησλσλG165 ακελG281  

18 我儿 G5043 提摩太 G5095 阿，我照 G2596 从前
G4254 G5723 指着 G1909 你 G4571 的预言(G3588) 

G4394 ，将这 G3778 命仙(G3588) G3852 交托 G3908 

G5731 你 G4671 ，叫 G2443 你因 G1722 此 G846 可以

打 G4754 G5735 那美好的 G2570 仗(G3588) G4752 。 

  ηαπηελ
G3778 ηελG3588 παξαγγειηαλG3852 

παξαηηζεκαηG3908 ζνηG4671 ηεθλνλG5043 

ηηκνζεεG5095 θαηαG2596 ηαοG3588 

πξναγνπζαοG4254 επηG1909 ζεG4571 

πξνθεηεηαοG4394 ηλαG2443 ζηξαηεπεG4754 

ελG1722 απηαηοG846 ηελG3588 θαιελG2570 

ζηξαηεηαλG4752  

19 常存 G2192 G5723 信心 G4102 和 G2532 无亏的(G18) 

良心 G4893 。有人 G5100 丢弃 G683 G5666 良心
(G3739) ，就在真道(G3588) (G4102) 上 G4012 如同船

破坏了 G3489 G5656 一般。 

  ερσλG2192 πηζηηλG4102 θαηG2532 

αγαζελG18 ζπλεηδεζηλG4893 ελG3739 

ηηλεοG5100 απσζακελνηG683 πεξηG4012 

ηελG3588 πηζηηλG4102 ελαπαγεζαλG3489  

20 其中(G3739) 有 G2076 G5748 许米乃 G5211 和 G2532 

亚力山大 G223 ；我已经把他们 G3739 交给 G3860 

G5656 撒但(G3588) G4567 ，使 G2443 他们受责罚
G3811 G5686 就不再 G3361 谤渎 G987 G5721 了。 

  σλG3739 εζηηλG2076 πκελαηνοG5211 

θαηG2532 αιεμαλδξνοG223 νποG3739 

παξεδσθαG3860 ησG3588 ζαηαλαG4567 

ηλαG2443 παηδεπζσζηλG3811 κεG3361 

βιαζθεκεηλG987  

  

第 2 章 

1 
(G3767) 我劝 G3870 G5719 你，第一 G4412 (G3956) 要
G4160 G5745 为 G5228 万 G3956 人 G444 恳求 G1162 、

祷告 G4335 、付求 G1783 、祝谢 G2169 ； 

  παξαθαισ
G3870 νπλG3767 πξσηνλG4412 

παλησλG3956 πνηεηζζαηG4160 

δεεζεηοG1162 πξνζεπραοG4335 

εληεπμεηοG1783 επραξηζηηαοG2169 

ππεξG5228 παλησλG3956 αλζξσπσλG444  

2 为 G5228 君王 G935 和 G2532 一切 G3956 (G3588) 

(G5607) (G5752) 在 G1722 位的 G5247 ，也该如此，

使 G2443 我们可以(G1722) (G3956) 敬虔 G2150 、
(G2532) 端正 G4587 、平安 G2272 (G2532) 无事 G2263 

的度日 G979 G1236 G5725 。 

  ππεξ
G5228 βαζηιεσλG935 θαηG2532 

παλησλG3956 ησλG3588 ελG1722 

ππεξνρεG5247 νλησλG5607 ηλαG2443 

εξεκνλG2263 θαηG2532 εζπρηνλG2272 

βηνλG979 δηαγσκελG1236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επζεβεηαG2150 θαηG2532 

ζεκλνηεηηG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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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 G5124 是好的 G2570 ，(G2532) 在神 G2316 我们
G2257 救主(G3588) G4990 面前 G1799 可蒙悦纳
G587 。 

  ηνπην
G5124 θαινλG2570 θαηG2532 

απνδεθηνλG587 ελσπηνλG1799 ηνπG3588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ζενπG2316  

4 他 G3739 愿意 G2309 G5719 万 G3956 人 G444 得救
G4982 G5683 ，(G2532) 明白 G2064 G5629 G1519 G1922 

真道 G225 。 

  νο
G3739 παληαοG3956 αλζξσπνποG444 

ζειεηG2309 ζσζελαηG4982 θαηG2532 εηοG1519 

επηγλσζηλG1922 αιεζεηαοG225 ειζεηλG2064  

5 因为 G1063 只有一位 G1520 神 G2316 ，(G2532) 在神
G2316 和 G2532 人 G444 中间，只有一位 G1520 中

保 G3316 ，乃是降世为人 G444 的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 

  εηο
G1520 γαξG1063 ζενοG2316 εηοG1520 

θαηG2532 κεζηηεοG3316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αλζξσπσλG444 αλζξσπνοG444 

ρξηζηνοG5547 ηεζνποG2424  

6 他(G3588) 舍 G1325 G5631 自己 G1438 作(G5228) 万人
G3956 的赎价 G487 ，到了(G2398) 时候 G2540 ，这

事必证明(G3588) G3142 出来。 

  ν
G3588 δνποG1325 εαπηνλG1438 

αληηιπηξνλG487 ππεξG5228 παλησλG3956 

ηνG3588 καξηπξηνλG3142 θαηξνηοG2540 

ηδηνηοG2398  

7 我 G1473 为 G1519 此 G3739 奉派 G5087 G5681 作传道

的 G2783 ，(G2532) 作使徒 G652 ，作外邦人 G1484 

的师傅 G1320 ，教导他们相信(G1722) G4102 ，
(G2532) 学习真道 G225 。我说 G3004 G5719 的是真

话 G225 ，并不是 G3756 谎言 G5574 G5736 。 

  εηο
G1519 νG3739 εηεζελG5087 εγσG1473 

θεξπμG2783 θαηG2532 απνζηνινοG652 

αιεζεηαλG225 ιεγσG3004 νπG3756 

ςεπδνκαηG5574 δηδαζθαινοG1320 

εζλσλG1484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θαηG2532 

αιεζεηαG225  

8 
(G3767) 我愿 G1014 G5736 男人(G3588) G435 无 G5565 

忿怒 G3709 ，(G2532) 无争论〔或作：疑惑
G1261 〕，举起 G1869 G5723 圣洁的 G3741 手
G5495 ，(G1722) 随 G3956 处 G5117 祷告 G4336 

G5738 。 

  βνπινκαη
G1014 νπλG3767 

πξνζεπρεζζαηG4336 ηνποG3588 

αλδξαοG435 ελG1722 παληηG3956 

ηνπσG5117 επαηξνληαοG1869 νζηνποG3741 

ρεηξαοG5495 ρσξηοG5565 νξγεοG3709 

θαηG2532 δηαινγηζκσλG1261  

9 又 G5615 愿女人 G1135 廉耻(G3326) G127 、(G2532) 自

守 G4997 ，以 G1722 正派 G2887 衣裳 G2689 为妆饰
G2885 G5721 (G1438) ，不 G3361 以 G1722 编发
G4117 、(G2532) 黄金 G5553 、(G2228) 珍珠 G3135 ，

和(G2228) 贵价的 G4185 衣裳 G2441 为妆饰； 

  σζαπησοG5615 γπλαηθαοG1135 ελG1722 

θαηαζηνιεG2689 θνζκησG2887 κεηαG3326 

αηδνποG127 θαηG2532 ζσθξνζπλεοG4997 

θνζκεηλG2885 εαπηαοG1438 κεG3361 ελG1722 

πιεγκαζηλG4117 θαηG2532 ρξπζησG5553 

εG2228 καξγαξηηαηοG3135 εG2228 

ηκαηηζκσG2441 πνιπηειεηG4185  

10 只要 G235 有 G1223 善 G18 行 G2041 ，这 G3739 才

与自称是 G1861 G5740 敬神的 G2317 女人 G1135 相

宜 G4241 G5719 。 

  αιι
G235 νG3739 πξεπεηG4241 γπλαημηλG1135 

επαγγειινκελαηοG1861 ζενζεβεηαλG2317 

δηG1223 εξγσλG2041 αγαζσλG18  

11 女人 G1135 要(G1722) 沉静 G2271 学道 G3129 

G5720 ，一味的(G1722) G3956 顺服 G5292 。 
  γπλε

G1135 ελG1722 εζπρηαG2271 

καλζαλεησG3129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ππνηαγεG5292  

12 
(G1161) 我不 G3756 许 G2010 G5719 女人 G1135 讲道
(G1321) (G5721) ，也不许 G3761 她辖管 G831 G5721 男

人 G435 ，只要 G235 (G1511) (G5750) 沉静(G1722) 

G2271 。 

  δηδαζθεηλ
G1321 δεG1161 γπλαηθηG1135 

νπθG3756 επηηξεπσG2010 νπδεG3761 

απζεληεηλG831 αλδξνοG435 αιιG235 

εηλαηG1511 ελG1722 εζπρηαG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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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为 G1063 先 G4413 造 G4111 G5681 的是亚当
G76 ，后 G1534 造的是夏娃 G2096 ； 

  αδακ
G76 γαξG1063 πξσηνοG4413 

επιαζζεG4111 εηηαG1534 επαG2096  

14 且 G2532 不是 G3756 亚当 G76 被引诱 G538 G5681 ，

乃是 G1161 女人(G3588) G1135 被引诱 G1818 G5660 ，

陷在 G1096 G5754 罪 G3847 里 G1722 。 

  θαη
G2532 αδακG76 νπθG3756 επαηεζεG538 

εG3588 δεG1161 γπλεG1135 

εμαπαηεζεηζαG1818 ελG1722 

παξαβαζεηG3847 γεγνλελG1096  

15 然而 G1161 ，女人若 G1437 常存 G3306 G5661 信心
(G1722) G4102 、(G2532) 爱心 G26 ，又 G2532 圣洁
G38 自守(G3326) G4997 ，就必在 G1223 生产(G3588) 

G5042 上得救 G4982 G5701 。 

  ζσζεζεηαηG4982 δεG1161 δηαG1223 

ηεοG3588 ηεθλνγνληαοG5042 εαλG1437 

κεηλσζηλG3306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θαηG2532 αγαπεG26 θαηG2532 αγηαζκσG38 

κεηαG3326 ζσθξνζπλεοG4997  

  

第 3 章 

1 “人 G5100 若 G1487 想要 G3713 G5731 得监督的职

分 G1984 ，就是羡慕 G1937 G5719 善 G2570 工
G2041 。”这 G3588 话 G3056 是可信的 G4103 。 

  πηζηνο
G4103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εηG1487 

ηηοG5100 επηζθνπεοG1984 νξεγεηαηG3713 

θαινπG2570 εξγνπG2041 επηζπκεηG1937  

2 作监督(G3588) G1985 的，(G3767) 必须 G1163 G5748 

(G1511) (G5750) 无可指责 G423 ，只作一个 G1520 妇

人 G1135 的丈夫 G435 ，有节制 G3524 ，自守
G4998 ，端正 G2887 ，乐意接待远人 G5382 ，善

于教导 G1317 ； 

  δεη
G1163 νπλG3767 ηνλG3588 

επηζθνπνλG1985 αλεπηιεκπηνλG423 

εηλαηG1511 κηαοG1520 γπλαηθνοG1135 

αλδξαG435 λεθαιηνλG3524 

ζσθξνλαG4998 θνζκηνλG2887 

θηινμελνλG5382 δηδαθηηθνλG1317  

3 不 G3361 因酒滋事 G3943 ，不 G3361 打人 G4131 ，

只要 G235 温和 G1933 ，不争竞 G269 ，不贪财
G866 ； 

  κε
G3361 παξνηλνλG3943 κεG3361 

πιεθηελG4131 αιιαG235 επηεηθεG1933 

ακαρνλG269 αθηιαξγπξνλG866  

4 好好 G2573 管理 G4291 G5734 自己的 G2398 家(G3588) 

G3624 ，使 G2192 G5723 儿女 G5043 凡事(G3326) G3956 

端庄 G4587 顺服(G1722) G5292 〔或作：端端庄庄

地使儿女顺服〕。 

  ηνπ
G3588 ηδηνπG2398 νηθνπG3624 

θαισοG2573 πξνηζηακελνλG4291 

ηεθλαG5043 ερνληαG2192 ελG1722 

ππνηαγεG5292 κεηαG3326 παζεοG3956 

ζεκλνηεηνοG4587  

5 
(G1161) 人 G5100 若 G1487 不 G3756 知道 G1492 G5758 

管理 G4291 G5629 自己的 G2398 家(G3588) G3624 ，焉

能 G4459 照管 G1959 G5695 神的 G2316 教会 G1577 

呢？ 

  εη
G1487 δεG1161 ηηοG5100 ηνπG3588 

ηδηνπG2398 νηθνπG3624 πξνζηελαηG4291 

νπθG3756 νηδελG1492 πσοG4459 

εθθιεζηαοG1577 ζενπG2316 

επηκειεζεηαηG1959  

6 初入教的 G3504 不可 G3361 作监督，恐怕 G2443 

G3361 他自高自大 G5187 G5685 ，就落 G1706 G5632 

在魔鬼(G3588) G1228 所受的刑罚 G2917 里 G1519 。 

  κε
G3361 λενθπηνλG3504 ηλαG2443 κεG3361 

ηπθσζεηοG5187 εηοG1519 θξηκαG2917 

εκπεζεG1706 ηνπG3588 δηαβνινπG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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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督也 G1161 G2532 必须 G1163 G5748 在 G575 教外
(G3588) G1855 有 G2192 G5721 好 G2570 名声 G3141 ，

恐怕 G2443 G3361 被人毁谤 G3680 ，落 G1706 G5632 

(G2532) 在魔鬼(G3588) G1228 的网罗 G3803 里
G1519 。 

  δεη
G1163 δεG1161 θαηG2532 καξηπξηαλG3141 

θαιελG2570 ερεηλG2192 απνG575 ησλG3588 

εμσζελG1855 ηλαG2443 κεG3361 εηοG1519 

νλεηδηζκνλG3680 εκπεζεG1706 θαηG2532 

παγηδαG3803 ηνπG3588 δηαβνινπG1228  

8 作执事 G1249 的，也是如此 G5615 ：必须端庄
G4586 ，不 G3361 一口两舌 G1351 ，不 G3361 好
(G4337) (G5723) (G4183) 喝酒 G3631 ，不 G3361 贪不义

之财 G146 ； 

  δηαθνλνπο
G1249 σζαπησοG5615 

ζεκλνποG4586 κεG3361 δηινγνποG1351 

κεG3361 νηλσG3631 πνιισG4183 

πξνζερνληαοG4337 κεG3361 

αηζρξνθεξδεηοG146  

9 要存 G1722 清洁的 G2513 良心 G4893 ，固守 G2192 

G5723 真道(G3588) G4102 的奥秘(G3588) G3466 。 
  ερνληαο

G2192 ηνG3588 κπζηεξηνλG3466 

ηεοG3588 πηζηεσοG4102 ελG1722 

θαζαξαG2513 ζπλεηδεζεηG4893  

10 这等人 G3778 也 G1161 G2532 要先 G4412 受试验
G1381 G5744 ，若(G5607) (G5752) 没有可责之处
G410 ，然后 G1534 叫他们作执事 G1247 G5720 。 

  θαη
G2532 νπηνηG3778 δεG1161 

δνθηκαδεζζσζαλG1381 πξσηνλG4412 

εηηαG1534 δηαθνλεηησζαλG1247 

αλεγθιεηνηG410 νληεοG5607  

11 女 G1135 执事〔原文是“女人”〕也是如此
G5615 ：必须端庄 G4586 ，不 G3361 说谗言
G1228 ，有节制 G3524 ，凡事(G1722) G3956 忠心
G4103 。 

  γπλαηθαο
G1135 σζαπησοG5615 

ζεκλαοG4586 κεG3361 δηαβνινποG1228 

λεθαιηνποG3524 πηζηαοG4103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12 执事 G1249 只要作 G2077 G5749 一个 G1520 妇人
G1135 的丈夫 G435 ，好好 G2573 管理 G4291 G5734 

儿女 G5043 和 G2532 自己的 G2398 家(G3588) 

G3624 。 

  δηαθνλνη
G1249 εζησζαλG2077 κηαοG1520 

γπλαηθνοG1135 αλδξεοG435 ηεθλσλG5043 

θαισοG2573 πξνηζηακελνηG4291 θαηG2532 

ησλG3588 ηδησλG2398 νηθσλG3624  

13 因为 G1063 善 G2573 作执事(G3588) G1247 G5660 的，

自己 G1438 就得到 G4046 G5731 美好的 G2570 地步
G898 ，并且 G2532 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的(G3588) 真道(G4102) 上 G1722 大 G4183 有胆

量 G3954 。 

  νη
G3588 γαξG1063 θαισοG2573 

δηαθνλεζαληεοG1247 βαζκνλG898 

εαπηνηοG1438 θαινλG2570 

πεξηπνηνπληαηG4046 θαηG2532 

πνιιελG4183 παξξεζηαλG3954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ηεG358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14 我指望 G1679 G5723 快 G1722 G5034 到 G4314 你 G4571 

那里去 G2064 G5629 ，所以先将这些事 G5023 写

给 G1125 G5719 你 G4671 。 

  ηαπηα
G5023 ζνηG4671 γξαθσG1125 

ειπηδσλG1679 ειζεηλG2064 [πξνοG4314 

ζε]G4571 ελG1722 ηαρεηG5034  

15 
(G1161) 倘若 G1437 我耽延日久 G1019 G5725 ，你也
G2443 可以知道 G1492 G5762 在神的 G2316 家 G3624 

中 G1722 当 G1163 G5748 怎样 G4459 行 G390 G5745 。

这 G3748 家就是 G2076 G5748 永生 G2198 G5723 神
G2316 的教会 G1577 ，真理(G3588) G225 的柱石
G4769 和 G2532 根基 G1477 。 

  εαλ
G1437 δεG1161 βξαδπλσG1019 ηλαG2443 

εηδεοG1492 πσοG4459 δεηG1163 ελG1722 

νηθσG3624 ζενπG2316 αλαζηξεθεζζαηG390 

εηηοG3748 εζηηλG2076 εθθιεζηαG1577 

ζενπG2316 δσληνοG2198 ζηπινοG4769 

θαηG2532 εδξαησκαG1477 ηεοG3588 

αιεζεηαοG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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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2532) 大哉 G3173 ，(G2076) (G5748) 敬虔(G3588) G2150 

的奥秘(G3588) G3466 ！无人不以为然 G3672 ：就

是神 G0 (G3739) 在 G1722 肉身 G4561 显现 G5319 

G5681 ，被圣灵(G1722) G4151 称义 G1344 G5681 〔或

作：在灵性称义〕，被天使 G32 看见 G3700 

G5681 ，被传 G2784 G5681 于外邦(G1722) G1484 ，被

世人(G1722) G2889 信服 G4100 G5681 ，被接 G353 

G5681 在荣耀 G1391 里 G1722 。 

  θαη
G2532 νκνινγνπκελσοG3672 κεγαG3173 

εζηηλG2076 ηνG3588 ηεοG3588 

επζεβεηαοG2150 κπζηεξηνλG3466 νοG3739 

εθαλεξσζεG5319 ελG1722 ζαξθηG4561 

εδηθαησζεG1344 ελG1722 πλεπκαηηG4151 

σθζεG3700 αγγεινηοG32 εθεξπρζεG2784 

ελG1722 εζλεζηλG1484 επηζηεπζεG4100 

ελG1722 θνζκσG2889 αλειεκθζεG353 

ελG1722 δνμεG1391  

  

第 4 章 

1 
(G1161) 圣灵(G3588) G4151 明 G4490 说 G3004 G5719 ，
(G3754) 在 G1722 后来的 G5306 时候 G2540 ，必有人
G5100 离弃 G868 G5695 真道(G3588) (G4102) ，听从
G4337 G5723 那引诱人的 G4108 邪灵 G4151 和 G2532 

鬼魔 G1140 的道理 G1319 。 

  ην
G3588 δεG1161 πλεπκαG4151 ξεησοG4490 

ιεγεηG3004 νηηG3754 ελG1722 πζηεξνηοG5306 

θαηξνηοG2540 απνζηεζνληαηG868 

ηηλεοG5100 ηεοG3588 πηζηεσοG4102 

πξνζερνληεοG4337 πλεπκαζηλG4151 

πιαλνηοG4108 θαηG2532 δηδαζθαιηαηοG1319 

δαηκνλησλG1140  

2 这是因为(G1722) 说谎 G5573 之人的假冒 G5272 ；

这等人的 G2398 良心(G3588) G4893 如同被热铁烙
G2743 G5772 惯了一般。 

  ελ
G1722 ππνθξηζεηG5272 

ςεπδνινγσλG5573 

θεθαπζηεξηαζκελσλG2743 ηελG3588 

ηδηαλG2398 ζπλεηδεζηλG4893  

3 他们禁止 G2967 G5723 嫁娶 G1060 G5721 ，又禁戒

食物〔或作：又叫人戒 G567 G5733 荤 G1033 〕，

就是(G3739) 神(G3588) G2316 所造 G2936 G5656 、叫
G1519 那 G3588 信 G4103 而 G2532 明白 G1921 G5761 

真道(G3588) G225 的人感谢 G2169 着 G3326 领受
G3336 的。 

  θσιπνλησλG2967 γακεηλG1060 

απερεζζαηG567 βξσκαησλG1033 αG3739 

νG3588 ζενοG2316 εθηηζελG2936 εηοG1519 

κεηαιεκςηλG3336 κεηαG3326 

επραξηζηηαοG2169 ηνηοG3588 πηζηνηοG4103 

θαηG2532 επεγλσθνζηλG1921 ηελG3588 

αιεζεηαλG225  

4 
(G3754) 凡 G3956 神 G2316 所造的物 G2938 都是好的
G2570 ，若感谢 G2169 着 G3326 领受 G2983 G5746 ，

就 G2532 没有一样 G3762 可弃的 G579 ， 

  νηη
G3754 παλG3956 θηηζκαG2938 ζενπG2316 

θαινλG2570 θαηG2532 νπδελG3762 

απνβιεηνλG579 κεηαG3326 

επραξηζηηαοG2169 ιακβαλνκελνλG2983  

5 都因 G1063 (G1223) 神的 G2316 道 G3056 和 G2532 人

的祈求 G1783 成为圣洁了 G37 G5743 。 
  αγηαδεηαη

G37 γαξG1063 δηαG1223 

ινγνπG3056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εληεπμεσοG1783  

6 你若将这些 G5023 事提醒 G5294 G5734 弟兄们
(G3588) G80 ，便是 G2071 G5704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的好 G2570 执事 G1249 ，在真道(G3588) 

(G4102) 的话语(G3588) G3056 和 G2532 你向来所服从
G3877 G5758 的(G3739) 善 G2570 道(G3588) G1319 上得

了教育 G1789 G5746 。 

  ηαπηα
G5023 ππνηηζεκελνοG5294 ηνηοG3588 

αδειθνηοG80 θαινοG2570 εζεG2071 

δηαθνλνοG1249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εληξεθνκελνοG1789 ηνηοG3588 ινγνηοG3056 

ηεοG3588 πηζηεσοG4102 θαηG2532 ηεοG3588 

θαιεοG2570 δηδαζθαιηαοG1319 εG3739 

παξεθνινπζεθαοG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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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只是 G1161 要弃绝 G3868 G5737 那 G3588 世俗的
G952 言语和 G2532 老妇 G1126 荒渺的话 G3454 ，
(G1161) 在敬虔 G2150 上 G4314 操练 G1128 G5720 自

己 G4572 。 

  ηνπο
G3588 δεG1161 βεβεινποG952 θαηG2532 

γξασδεηοG1126 κπζνποG3454 

παξαηηνπG3868 γπκλαδεG1128 δεG1161 

ζεαπηνλG4572 πξνοG4314 επζεβεηαλG2150  

8 
(G1063) 操练(G3588) G1129 身体 G4984 ，(G4314) 益处
G5624 还(G2076) (G5748) 少 G3641 ；惟 G1161 独敬虔
(G3588) G2150 ，凡事(G4314) G3956 都有 G2076 G5748 

益处 G5624 ，因有 G2192 G5723 今(G3588) G3568 生
G2222 和 G2532 来(G3588) G3195 G5723 生的应许
G1860 。 

  ε
G3588 γαξG1063 ζσκαηηθεG4984 

γπκλαζηαG1129 πξνοG4314 νιηγνλG3641 

εζηηλG2076 σθειηκνοG5624 εG3588 δεG1161 

επζεβεηαG2150 πξνοG4314 παληαG3956 

σθειηκνοG5624 εζηηλG2076 

επαγγειηαλG1860 ερνπζαG2192 δσεοG2222 

ηεοG3588 λπλG3568 θαηG2532 ηεοG3588 

κειινπζεοG3195  

9 这 G3588 话 G3056 是可信的 G4103 ，(G2532) 是
(G514) 十分 G3956 可佩服的 G594 。 

  πηζηνο
G4103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θαηG2532 

παζεοG3956 απνδνρεοG594 αμηνοG514  

10 
(G1063) 我们劳苦 G2872 G5719 (G2532) 努力 G75 ，正

是为 G1519 此 G5124 ，因 G3754 我们的指望 G1679 

G5758 在乎 G1909 永生的 G2198 G5723 神 G2316 ；他
G3739 是 G2076 G5748 万 G3956 人 G444 的救主
G4990 ，更是 G3122 信徒 G4103 的救主。 

  εηο
G1519 ηνπηνG5124 γαξG1063 

θνπησκελG2872 θαηG2532 αγσληδνκεζαG75 

νηηG3754 ειπηθακελG1679 επηG1909 

ζεσG2316 δσληηG2198 νοG3739 εζηηλG2076 

ζσηεξG4990 παλησλG3956 

αλζξσπσλG444 καιηζηαG3122 

πηζησλG4103  

11 这些 G5023 事，你要吩咐 G3853 G5720 人，也要
G2532 教导 G1321 G5720 人。 

  παξαγγειιε
G3853 ηαπηαG5023 θαηG2532 

δηδαζθεG1321  

12 不可叫人(G3367) 小看 G2706 G5720 你 G4675 年轻
(G3588) G3503 ，总要 G235 在 G1722 言语 G3056 、
(G1722) 行为 G391 、(G1722) 爱心 G26 、(G1722) 信心
G4102 、(G1722) 清洁 G47 上，都作 G1096 G5737 信

徒(G3588) G4103 的榜样 G5179 。 

  κεδεηο
G3367 ζνπG4675 ηεοG3588 

λενηεηνοG3503 θαηαθξνλεηησG2706 

αιιαG235 ηππνοG5179 γηλνπG1096 ησλG3588 

πηζησλG4103 ελG1722 ινγσG3056 ελG1722 

αλαζηξνθεG391 ελG1722 αγαπεG26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ελG1722 αγλεηαG47  

13 你要以宣读(G3588) G320 、劝勉(G3588) G3874 、教

导(G3588) G1319 为念 G4337 G5720 ，直等到 G2193 我

来 G2064 G5736 。 

  εσοG2193 εξρνκαηG2064 πξνζερεG4337 

ηεG3588 αλαγλσζεηG320 ηεG3588 

παξαθιεζεηG3874 ηεG358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14 你不要 G3361 轻忽 G272 G5720 所得的(G1722) (G4671) 

恩赐(G3588) G5486 ，就是 G3739 从前借着 G1223 预

言 G4394 、在 G3326 众长老(G3588) G4244 按 G1936 

手(G3588) G5495 的时候赐给 G1325 G5681 你 G4671 

的。 

  κε
G3361 ακειεηG272 ηνπG3588 ελG1722 

ζνηG4671 ραξηζκαηνοG5486 νG3739 

εδνζεG1325 ζνηG4671 δηαG1223 

πξνθεηεηαοG4394 κεηαG3326 

επηζεζεσοG1936 ησλG3588 ρεηξσλG5495 

ηνπG3588 πξεζβπηεξηνπG4244  

15 这些事 G5023 你要殷勤去做(G3191) (G5720) ，并要

在 G1722 此 G5125 专心(G2468) (G5749) ，使 G2443 众

人 G3956 (G5600) (G5753) 看出 G5318 你的 G4675 长进
(G3588) G4297 来。 

  ηαπηα
G5023 κειεηαG3191 ελG1722 

ηνπηνηοG5125 ηζζηG2468 ηλαG2443 ζνπG4675 

εG3588 πξνθνπεG4297 θαλεξαG5318 

εG5600 παζηλG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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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你要谨慎 G1907 G5720 自己 G4572 和 G2532 自己的

教训(G3588) G1319 ，要在这些事上 G846 恒心
G1961 G5720 ；因为 G1063 这样 G5124 行 G4160 

G5723 ，又能 G2532 救 G4982 G5692 自己 G4572 ，又

能 G2532 救听(G3588) G191 G5723 你 G4675 的人。 

  επερε
G1907 ζεαπησG4572 θαηG2532 ηεG358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επηκελεG1961 απηνηοG846 

ηνπηνG5124 γαξG1063 πνησλG4160 θαηG2532 

ζεαπηνλG4572 ζσζεηοG4982 θαηG2532 

ηνποG3588 αθνπνληαοG191 ζνπG4675  

  

第 5 章 

1 不可 G3361 严责 G1969 G5661 老年人 G4245 ，只要
G235 劝 G3870 G5720 他如同 G5613 父亲 G3962 ；劝

少年人 G3501 如同 G5613 弟兄 G80 ； 

  πξεζβπηεξσ
G4245 κεG3361 

επηπιεμεοG1969 αιιαG235 

παξαθαιεηG3870 σοG5613 παηεξαG3962 

λεσηεξνποG3501 σοG5613 αδειθνποG80  

2 劝老年妇女 G4245 如同 G5613 母亲 G3384 ；劝少

年妇女 G3501 如同 G5613 姐妹 G79 ；总要(G1722) 

(G3956) 清清洁洁的 G47 。 

  πξεζβπηεξαο
G4245 σοG5613 

κεηεξαοG3384 λεσηεξαοG3501 σοG5613 

αδειθαοG79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αγλεηαG47  

3 要尊敬 G5091 那(G5503) 真为 G3689 寡妇(G3588) 

G5503 的。 
  ρεξαο

G5503 ηηκαG5091 ηαοG3588 

νλησοG3689 ρεξαοG5503  

4 
(G1161) 若 G1487 G5100 寡妇 G5503 有 G2192 G5719 儿

女 G5043 ，或有 G2228 孙子孙女 G1549 ，便叫他

们先 G4412 在自己 G2398 家(G3588) G3624 中学着
G3129 G5720 行孝 G2151 G5721 ，(G2532) 报答 G287 

G591 G5721 亲(G3588) G4269 恩，因为 G1063 这 G5124 

在神(G3588) G2316 面前 G1799 是 G2076 G5748 可悦纳

的 G587 。 

  εη
G1487 δεG1161 ηηοG5100 ρεξαG5503 

ηεθλαG5043 εG2228 εθγνλαG1549 ερεηG2192 

καλζαλεησζαλG3129 πξσηνλG4412 

ηνλG3588 ηδηνλG2398 νηθνλG3624 

επζεβεηλG2151 θαηG2532 ακνηβαοG287 

απνδηδνλαηG591 ηνηοG3588 

πξνγνλνηοG4269 ηνπηνG5124 γαξG1063 

εζηηλG2076 απνδεθηνλG587 ελσπηνλG1799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5 
(G1161) 那(G3588) 独居无靠 G3443 G5772 、(G2532) 真

为 G3689 寡妇 G5503 的，是仰赖 G1679 G5758 G1909 

神(G3588) G2316 ，(G2532) 昼 G2250 (G2532) 夜 G3571 不

住 G4357 G5719 的祈求(G3588) G1162 (G2532) 祷告
(G3588) G4335 。 

  ε
G3588 δεG1161 νλησοG3689 ρεξαG5503 

θαηG2532 κεκνλσκελεG3443 ειπηθελG1679 

επηG1909 [ηνλ]G3588 ζενλG2316 θαηG2532 

πξνζκελεηG4357 ηαηοG3588 δεεζεζηλG1162 

θαηG2532 ηαηοG3588 πξνζεπραηοG4335 

λπθηνοG3571 θαηG2532 εκεξαοG2250  

6 但 G1161 那好宴乐(G3588) G4684 G5723 的寡妇正活

着 G2198 G5723 的时候也是死 G2348 G5758 的。 
  ε

G3588 δεG1161 ζπαηαισζαG4684 

δσζαG2198 ηεζλεθελG2348  

7 
(G2532) 这些事 G5023 你要嘱咐 G3853 G5720 她们，

叫 G2443 她们(G5600) (G5753) 无可指责 G423 。 
  θαη

G2532 ηαπηαG5023 παξαγγειιεG3853 

ηλαG2443 αλεπηιεκπηνηG423 σζηλG5600  

8 
(G1161) 人 G5100 若 G1487 不 G3756 看顾 G4306 G5719 

亲属(G3588) G2398 ，就是背了 G720 G5763 真道
(G3588) (G4102) ，(G2532) (G2076) (G5748) 比不信的人
G571 还不好 G5501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G3609 ，(G2532) 更是 G3122 如此。 

  εη
G1487 δεG1161 ηηοG5100 ησλG3588 

ηδησλG2398 θαηG2532 καιηζηαG3122 

νηθεησλG3609 νπG3756 πξνλνεηG4306 

ηελG3588 πηζηηλG4102 εξλεηαηG720 θαηG2532 

εζηηλG2076 απηζηνπG571 ρεηξσλG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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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寡妇 G5503 记在册子上 G2639 G5744 ，必须年纪

到(G3361) (G1640) 六十 G1835 岁 G2094 ，从来只作
G1096 G5756 一个 G1520 丈夫 G435 的妻子 G1135 ， 

  ρεξα
G5503 θαηαιεγεζζσG2639 κεG3361 

ειαηηνλG1640 εησλG2094 εμεθνληαG1835 

γεγνλπηαG1096 ελνοG1520 αλδξνοG435 

γπλεG1135  

10 又有(G1722) 行 G2041 善 G2570 的名声 G3140 

G5746 ，就如 G1487 养育儿女 G5044 G5656 ，(G1487) 

接待远人 G3580 G5656 ，(G1487) 洗 G3538 G5656 圣徒

的 G40 脚 G4228 ，(G1487) 救济 G1884 G5656 遭难的

人 G2346 G5746 ，(G1487) 竭力行 G1872 G5656 各样
G3956 善 G18 事 G2041 。 

  ελ
G1722 εξγνηοG2041 θαινηοG2570 

καξηπξνπκελεG3140 εηG1487 

εηεθλνηξνθεζελG5044 εηG1487 

εμελνδνρεζελG3580 εηG1487 αγησλG40 

πνδαοG4228 εληςελG3538 εηG1487 

ζιηβνκελνηοG2346 επεξθεζελG1884 εηG1487 

παληηG3956 εξγσG2041 αγαζσG18 

επεθνινπζεζελG1872  

11 至于 G1161 年轻的 G3501 寡妇 G5503 ，就可以辞
G3868 G5737 她；因为 G1063 她们的情欲发动
G2691 G5661 ，违背基督(G3588) G5547 的时候 G3752 

就想要 G2309 G5719 嫁人 G1060 G5721 。 

  λεσηεξαοG3501 δεG1161 ρεξαοG5503 

παξαηηνπG3868 νηαλG3752 γαξG1063 

θαηαζηξεληαζσζηλG2691 ηνπG3588 

ρξηζηνπG5547 γακεηλG1060 ζεινπζηλG2309  

12 她们被定罪 G2192 G5723 G2917 ，是因 G3754 废弃

了 G114 G5656 当初 G4413 所许的愿(G3588) (G4102) ； 
  ερνπζαη

G2192 θξηκαG2917 νηηG3754 

ηελG3588 πξσηελG4413 πηζηηλG4102 

εζεηεζαλG114  

13 并且 G260 G1161 她们又(G2532) 习惯 G3129 G5719 懒

惰 G692 ，挨家(G3588) G3614 闲游 G4022 G5740 ；
(G1161) 不 G3756 但 G3440 是懒惰 G692 ，又 G235 

G2532 说长道短 G5397 ，(G2532) 好管闲事 G4021 ，

说 G2980 G5723 些不 G3361 当(G3588) G1163 G5752 说

的话。 

  ακα
G260 δεG1161 θαηG2532 αξγαηG692 

καλζαλνπζηλG3129 πεξηεξρνκελαηG4022 

ηαοG3588 νηθηαοG3614 νπG3756 κνλνλG3440 

δεG1161 αξγαηG692 αιιαG235 θαηG2532 

θιπαξνηG5397 θαηG2532 πεξηεξγνηG4021 

ιαινπζαηG2980 ηαG3588 κεG3361 

δενληαG1163  

14 所以 G3767 我愿意 G1014 G5736 年轻的 G3501 寡妇

嫁人 G1060 G5721 ，生养儿女 G5041 G5721 ，治理

家务 G3616 G5721 ，不 G3367 给 G1325 G5721 敌人
(G3588) G480 G5740 辱骂 G3059 的(G5484) 把柄 G874 。 

  βνπινκαη
G1014 νπλG3767 λεσηεξαοG3501 

γακεηλG1060 ηεθλνγνλεηλG5041 

νηθνδεζπνηεηλG3616 κεδεκηαλG3367 

αθνξκελG874 δηδνλαηG1325 ησG3588 

αληηθεηκελσG480 ινηδνξηαοG3059 

ραξηλG5484  

15 因为 G1063 已经 G2235 有(G5100) 转去 G1624 G5648 

随从 G3694 撒但(G3588) G4567 的。 
  εδε

G2235 γαξG1063 ηηλεοG5100 

εμεηξαπεζαλG1624 νπηζσG3694 ηνπG3588 

ζαηαλαG4567  

16 
(G1487) (G5100) 信主的 G4103 妇女，若家中有 G2192 

G5719 寡妇 G5503 ，自己就当救济 G1884 G5720 她

们 G846 ，(G2532) 不可 G3361 累着 G916 G5744 教会
(G3588) G1577 ，好使 G2443 教会能救济 G1884 G5661 

那真 G3689 无倚靠的寡妇(G3588) G5503 。 

  εη
G1487 ηηοG5100 πηζηεG4103 ερεηG2192 

ρεξαοG5503 επαξθεηησG1884 απηαηοG846 

θαηG2532 κεG3361 βαξεηζζσG916 εG3588 

εθθιεζηαG1577 ηλαG2443 ηαηοG3588 

νλησοG3689 ρεξαηοG5503 επαξθεζεG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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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那善于 G2573 管理 G4291 G5761 教会的长老(G3588) 

G4245 ，当以为配受 G515 G5744 加倍的 G1362 敬奉
G5092 ；那 G3588 劳苦 G2872 G5723 传道(G1722) G3056 

(G2532) 教导 G1319 人的，更当如此 G3122 。 

  νη
G3588 θαισοG2573 πξνεζησηεοG4291 

πξεζβπηεξνηG4245 δηπιεοG1362 

ηηκεοG5092 αμηνπζζσζαλG515 

καιηζηαG3122 νηG3588 θνπησληεοG2872 

ελG1722 ινγσG3056 θαηG2532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18 因为 G1063 经上(G3588) G1124 说 G3004 G5719 ：“牛
G1016 在场上踹谷 G248 G5723 的时候，不可 G3756 

笼住它的嘴 G5392 G5692 ；”又 G2532 说：“工

人(G3588) G2040 得工价(G846) (G3588) G3408 是应当的
G514 。” 

  ιεγεη
G3004 γαξG1063 εG3588 γξαθεG1124 

βνπλG1016 αινσληαG248 νπG3756 

θηκσζεηοG5392 θαηG2532 αμηνοG514 νG3588 

εξγαηεοG2040 ηνπG3588 κηζζνπG3408 

απηνπG846  

19 控告(G2596) G2724 长老 G4245 的呈子，非 G1622 

G1487 G3361 有(G1909) 两 G1417 (G2228) 三 G5140 个见

证 G3144 就不要 G3361 收 G3858 G5737 。 

  θαηα
G2596 πξεζβπηεξνπG4245 

θαηεγνξηαλG2724 κεG3361 

παξαδερνπG3858 εθηνοG1622 εηG1487 

κεG3361 επηG1909 δπνG1417 εG2228 

ηξησλG5140 καξηπξσλG3144  

20 
(G1161) 犯罪(G3588) G264 G5723 的人，当在众人
G3956 面前 G1799 责备 G1651 G5720 他，叫 G2443 其

余的(G3588) G3062 人也 G2532 可以惧怕 G5401 G2192 

G5725 。 

  ηνπο
G3588 [δε]G1161 ακαξηαλνληαοG264 

ελσπηνλG1799 παλησλG3956 ειεγρεG1651 

ηλαG2443 θαηG2532 νηG3588 ινηπνηG3062 

θνβνλG5401 ερσζηλG2192  

21 我在神(G3588) G2316 和 G253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并 G2532 蒙拣选的 G1588 天使(G3588) G32 面前
G1799 嘱咐 G1263 G5736 你：要(G2443) 遵守 G5442 

G5661 这些 G5023 话，不可 G5565 存成见 G4299 ，

行事 G4160 G5723 也不可 G3367 有(G2596) 偏心
G4346 。 

  δηακαξηπξνκαη
G1263 ελσπηνλG1799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θαηG2532 ησλG3588 

εθιεθησλG1588 αγγεισλG32 ηλαG2443 

ηαπηαG5023 θπιαμεοG5442 ρσξηοG5565 

πξνθξηκαηνοG4299 κεδελG3367 

πνησλG4160 θαηαG2596 πξνζθιηζηλG4346  

22 给人行按 G2007 G5720 手 G5495 的礼，不可 G3367 

急促 G5030 ；不要 G3366 在别人的 G245 罪 G266 

上有分 G2841 G5720 ，要保守 G5083 G5720 自己
G4572 清洁 G53 。 

  ρεηξαο
G5495 ηαρεσοG5030 κεδεληG3367 

επηηηζεηG2007 κεδεG3366 θνηλσλεηG2841 

ακαξηηαηοG266 αιινηξηαηοG245 

ζεαπηνλG4572 αγλνλG53 ηεξεηG5083  

23 因 G1223 你胃口(G3588) G4751 不清，(G2532) (G4675) 

屡次 G4437 患病(G3588) G769 ，再不要 G3371 照常

喝水 G5202 G5720 ，(G235) 可以稍微 G3641 用 G5530 

G5737 点酒 G3631 。 

  κεθεηη
G3371 πδξνπνηεηG5202 αιιαG235 

νηλσG3631 νιηγσG3641 ρξσG5530 δηαG1223 

ηνλG3588 ζηνκαρνλG4751 θαηG2532 ηαοG3588 

ππθλαοG4437 ζνπG4675 αζζελεηαοG769  

24 有些 G5100 人 G444 的罪(G3588) G266 是 G1526 G5748 

明显的 G4271 ，如同先到 G4254 G5723 G1519 审判
G2920 案前；(G1161) (G2532) 有些 G5100 人的罪是随

后跟了去 G1872 G5719 的。 

  ηηλσλG5100 αλζξσπσλG444 αηG3588 

ακαξηηαηG266 πξνδεινηG4271 εηζηλG1526 

πξναγνπζαηG4254 εηοG1519 θξηζηλG2920 

ηηζηλG5100 δεG1161 θαηG2532 

επαθνινπζνπζηλG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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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这样 G5615 ，善(G3588) G2570 行(G3588) G2041 也
G2532 有明显的 G4271 ，那(G3588) 不 G247 明显的

也 G2532 不 G3756 能 G1410 G5736 隐藏(G2192) (G5723) 

G2928 G5650 。 

  σζαπησοG5615 θαηG2532 ηαG3588 

εξγαG2041 ηαG3588 θαιαG2570 

πξνδειαG4271 θαηG2532 ηαG3588 

αιισοG247 ερνληαG2192 θξπβελαηG2928 

νπG3756 δπλαληαηG1410  

  

第 6 章 

1 凡 G3745 在轭 G2218 下 G5259 作 G1526 G5748 仆人
G1401 的，当以 G2233 G5737 自己 G2398 主人(G3588) 

G1203 配 G514 受十分的 G3956 恭敬 G5092 ，免得
G2443 G3361 神(G3588) G2316 的名(G3588) G3686 和
G2532 道理(G3588) G1319 被人亵渎 G987 G5747 。 

  νζνη
G3745 εηζηλG1526 ππνG5259 δπγνλG2218 

δνπινηG1401 ηνποG3588 ηδηνποG2398 

δεζπνηαοG1203 παζεοG3956 ηηκεοG5092 

αμηνποG514 εγεηζζσζαλG2233 ηλαG2443 

κεG3361 ηνG3588 νλνκαG3686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εG358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βιαζθεκεηαηG987  

2 
(G1161) 仆人有 G2192 G5723 信道的 G4103 主人
(G3588) G1203 ，不可 G3361 因为 G3754 与他是 G1526 

G5748 弟兄 G80 就轻看 G2706 G5720 他；更要 G235 

加意 G3123 服事 G1398 G5720 他；因为 G3754 得服

事(G3588) G2108 之益处 G482 G5740 的(G3588) ，是
G1526 G5748 信道 G4103 (G2532) 蒙爱 G27 的。你要

以此 G5023 教训 G1321 G5720 人，(G2532) 劝勉 G3870 

G5720 人。 

  νη
G3588 δεG1161 πηζηνποG4103 

ερνληεοG2192 δεζπνηαοG1203 κεG3361 

θαηαθξνλεηησζαλG2706 νηηG3754 

αδειθνηG80 εηζηλG1526 αιιαG235 

καιινλG3123 δνπιεπεησζαλG1398 

νηηG3754 πηζηνηG4103 εηζηλG1526 θαηG2532 

αγαπεηνηG27 νηG3588 ηεοG3588 

επεξγεζηαοG2108 αληηιακβαλνκελνηG482 

ηαπηαG5023 δηδαζθεG1321 θαηG2532 

παξαθαιεηG3870  

3 若 G1487 有人 G5100 传异教 G2085 G5719 ，(G2532) 

不 G3361 服从 G4334 G5736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纯正的 G5198 G5723 话
(G3588) G3056 与 G2532 那 G3588 合乎 G2596 敬虔
G2150 的道理 G1319 ， 

  εη
G1487 ηηοG5100 εηεξνδηδαζθαιεηG2085 

θαηG2532 κεG3361 πξνζεξρεηαηG4334 

πγηαηλνπζηλG5198 ινγνηοG3056 ηνηοG3588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θαηG2532 ηεG3588 

θαηG2596 επζεβεηαλG2150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4 他是自高自大 G5187 G5769 ，一无 G3367 所知
G1987 G5740 ，(G235) 专好 G3552 G5723 (G4012) 问难
G2214 ，(G2532) 争辩言词 G3055 ，从 G1537 此 G3739 

就生出 G1096 G5736 嫉妒 G5355 、分争 G2054 、毁

谤 G988 、妄疑 G4190 G5283 ， 

  ηεηπθσηαηG5187 κεδελG3367 

επηζηακελνοG1987 αιιαG235 λνζσλG3552 

πεξηG4012 δεηεζεηοG2214 θαηG2532 

ινγνκαρηαοG3055 εμG1537 σλG3739 

γηλεηαηG1096 θζνλνοG5355 εξηοG2054 

βιαζθεκηαηG988 ππνλνηαηG5283 

πνλεξαηG4190  

5 并那坏了 G1311 G5772 心术(G3588) G3563 、(G2532) 

失丧 G650 G5772 真理(G3588) G225 之人 G444 的争竞
G3859 。他们以 G3543 G5723 敬虔(G3588) G2150 为
G1511 G5750 得利 G4200 的门路。 

  δηαπαξαηξηβαη
G3859 δηεθζαξκελσλG1311 

αλζξσπσλG444 ηνλG3588 λνπλG3563 

θαηG2532 απεζηεξεκελσλG650 ηεοG3588 

αιεζεηαοG225 λνκηδνλησλG3543 

πνξηζκνλG4200 εηλαηG1511 ηελG3588 

επζεβεηαλG2150  



 
提摩太前书 第 6 章 第 13 页 

6 然而 G1161 ，敬虔(G3588) G2150 加上 G3326 知足
G841 的心便是 G2076 G5748 大 G3173 利 G4200 了； 

  εζηηλ
G2076 δεG1161 πνξηζκνοG4200 

κεγαοG3173 εG3588 επζεβεηαG2150 

κεηαG3326 απηαξθεηαοG841  

7 因为 G1063 我们没有(G3762) 带 G1533 G5656 什么到
G1519 世上(G3588) G2889 来，(G3754) 也不 G3761 能
G1410 G5736 带 G1627 G5629 什么 G5100 去。 

  νπδελ
G3762 γαξG1063 εηζελεγθακελG1533 

εηοG1519 ηνλG3588 θνζκνλG2889 νηηG3754 

νπδεG3761 εμελεγθεηλG1627 ηηG5100 

δπλακεζαG1410  

8 只要 G1161 有 G2192 G5723 衣 G4629 (G2532) 有食
G1305 ，就当(G5125) 知足 G714 G5701 。 

  ερνληεο
G2192 δεG1161 δηαηξνθαοG1305 

θαηG2532 ζθεπαζκαηαG4629 ηνπηνηοG5125 

αξθεζζεζνκεζαG714  

9 但 G1161 那些 G3588 想要 G1014 G5740 发财 G4147 

G5721 的人，就陷 G1706 G5719 在 G1519 迷惑
G3986 、(G2532) 落在网罗 G3803 和 G2532 许多 G4183 

无知 G453 (G2532) 有害的 G983 私欲 G1939 里，叫
G3748 人(G3588) G444 沉 G1036 G5719 在败坏 G3639 和
G2532 灭亡 G684 中 G1519 。 

  νη
G3588 δεG1161 βνπινκελνηG1014 

πινπηεηλG4147 εκπηπηνπζηλG1706 εηοG1519 

πεηξαζκνλG3986 θαηG2532 παγηδαG3803 

θαηG2532 επηζπκηαοG1939 πνιιαοG4183 

αλνεηνποG453 θαηG2532 βιαβεξαοG983 

αηηηλεοG3748 βπζηδνπζηλG1036 ηνποG3588 

αλζξσπνποG444 εηοG1519 νιεζξνλG3639 

θαηG2532 απσιεηαλG684  

10 
(G1063) 贪财(G3588) G5365 是 G2076 G5748 万 G3956 恶
(G3588) G2556 之根 G4491 。(G3739) 有人 G5100 贪恋
G3713 G5734 钱财，就被引诱 G635 G5681 离了 G575 

真道(G3588) G4102 ，(G2532) 用许多 G4183 愁苦
G3601 把自己 G1438 刺透 G4044 G5656 了。 

  ξηδα
G4491 γαξG1063 παλησλG3956 

ησλG3588 θαθσλG2556 εζηηλG2076 εG3588 

θηιαξγπξηαG5365 εοG3739 ηηλεοG5100 

νξεγνκελνηG3713 απεπιαλεζεζαλG635 

απνG575 ηεοG3588 πηζηεσοG4102 θαηG2532 

εαπηνποG1438 πεξηεπεηξαλG4044 

νδπλαηοG3601 πνιιαηοG4183  

11 但 G1161 你 G4771 (G5599) 这属神的 G2316 人 G444 

要逃避 G5343 G5720 这些 G5023 事，(G1161) 追求
G1377 G5720 公义 G1343 、敬虔 G2150 、信心
G4102 、爱心 G26 、忍耐 G5281 、温柔 G4236 。 

  ζπ
G4771 δεG1161 σG5599 αλζξσπεG444 

ζενπG2316 ηαπηαG5023 θεπγεG5343 

δησθεG1377 δεG1161 δηθαηνζπλελG1343 

επζεβεηαλG2150 πηζηηλG4102 αγαπελG26 

ππνκνλελG5281 πξαππαζηαλG4236  

12 你要为真道(G3588) G4102 打 G75 G5737 那 G3588 美

好的 G2570 仗 G73 ，持定 G1949 G5634 永 G166 生
(G3588) G2222 。你为 G1519 此 G3739 被召 G2564 

G5681 ，也 G2532 在许多 G4183 见证人 G3144 面前
G1799 ，已经作了 G3670 G5656 那美好的 G2570 见

证(G3588) G3671 。 

  αγσληδνπG75 ηνλG3588 θαινλG2570 

αγσλαG73 ηεοG3588 πηζηεσοG4102 

επηιαβνπG1949 ηεοG3588 αησληνπG166 

δσεοG2222 εηοG1519 ελG3739 εθιεζεοG2564 

θαηG2532 σκνινγεζαοG3670 ηελG3588 

θαιελG2570 νκνινγηαλG3671 

ελσπηνλG1799 πνιισλG4183 

καξηπξσλG3144  

13 我在叫万物(G3588) G3956 生活(G3588) G2225 G5723 的

神(G3588) G2316 面前 G1799 ，并 G2532 在向 G1909 

本丢 G4194 彼拉多 G4091 作过(G3588) (G3140) (G5660) 

那 G3588 美好 G2570 见证 G3671 的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面前嘱咐 G3853 G5719 你 G4671 ： 

  παξαγγειισ
G3853 ζνηG4671 

ελσπηνλG1799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ηνπG3588 δσνγνλνπληνοG2225 ηαG3588 

παληαG3956 θαηG253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νπG3588 

καξηπξεζαληνοG3140 επηG1909 

πνληηνπG4194 πηιαηνπG4091 ηελG3588 

θαιελG2570 νκνινγηαλG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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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4571) 要守 G5083 G5658 这 G3588 命仙 G1785 ，毫

不玷污 G784 ，无可指责 G423 ，直到 G3360 我们

的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显

现(G3588) G2015 。 

  ηεξεζαη
G5083 ζεG4571 ηελG3588 

εληνιελG1785 αζπηινλG784 

αλεπηιεκπηνλG423 κερξηG3360 ηεοG3588 

επηθαλεηαοG2015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15 
(G3739) 到了(G2398) 日期 G2540 ，那 G3588 可称颂
G3107 、(G2532) 独有 G3441 权能 G1413 的万王
(G3588) G936 G5723 之王(G3588) G935 、(G2532) 万主
(G3588) G2961 G5723 之主 G2962 [雅伟]， 

  ελ
G3739 θαηξνηοG2540 ηδηνηοG2398 

δεημεηG1166 νG3588 καθαξηνοG3107 θαηG2532 

κνλνοG3441 δπλαζηεοG1413 νG3588 

βαζηιεποG935 ησλG3588 

βαζηιεπνλησλG936 θαηG2532 θπξηνοG2962 

ησλG3588 θπξηεπνλησλG2961  

16 就是那 G3588 独一 G3441 不死(G2192) (G5723) G110 、

住在 G3611 G5723 人不能靠近的 G676 光 G5457 

里，(G3739) 是(G3762) 人 G444 未曾看见 G1492 

G5627 、也是不 G3761 能 G1410 G5736 看见 G1492 

G5629 的，要将他显明 G1166 G5692 出来。但愿尊

贵 G5092 和 G2532 永远的 G166 权能 G2904 都归给

他 G3739 。阿们 G281 ！ 

  ν
G3588 κνλνοG3441 ερσλG2192 

αζαλαζηαλG110 θσοG5457 νηθσλG3611 

απξνζηηνλG676 νλG3739 εηδελG1492 

νπδεηοG3762 αλζξσπσλG444 νπδεG3761 

ηδεηλG1492 δπλαηαηG1410 σG3739 ηηκεG5092 

θαηG2532 θξαηνοG2904 αησληνλG166 

ακελG281  

17 你要嘱咐 G3853 G5720 那些 G3588 (G1722) 今 G3568 

世(G3588) G165 富足 G4145 的人，不要 G3361 自高
G5309 G5721 ，也不要 G3366 倚靠 G1679 G5760 G1909 

无定的 G83 钱财 G4149 ；只要 G235 倚靠(G1909) 那
G3588 厚 G4146 赐 G3930 G5723 百物 G3956 给我们
G2254 享受(G1519) G619 的神 G2316 。 

  ηνηο
G3588 πινπζηνηοG4145 ελG1722 ησG3588 

λπλG3568 αησληG165 παξαγγειιεG3853 

κεG3361 πςεινθξνλεηλG5309 κεδεG3366 

ειπηθελαηG1679 επηG1909 πινπηνπG4149 

αδεινηεηηG83 αιιG235 επηG1909 ζεσG2316 

ησG3588 παξερνληηG3930 εκηλG2254 

παληαG3956 πινπζησοG4146 εηοG1519 

απνιαπζηλG619  

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G14 G5721 ，在好 G2570 事
G2041 上 G1722 富足 G4147 G5721 ，甘心施舍(G1511) 

(G5750) G2130 ，乐意供给 G2843 〔或作：体贴〕

人， 

  αγαζνεξγεηλ
G14 πινπηεηλG4147 ελG1722 

εξγνηοG2041 θαινηοG2570 

επκεηαδνηνποG2130 εηλαηG1511 

θνηλσληθνποG2843  

19 为自己 G1438 积成 G597 G5723 美好的 G2570 根基
G2310 ，预备(G1519) 将来(G3588) G3195 G5723 ，叫
G2443 他们持定 G1949 G5638 那 G3588 真正的 G3689 

生命 G2222 。 

  απνζεζαπξηδνληαο
G597 εαπηνηοG1438 

ζεκειηνλG2310 θαινλG2570 εηοG1519 

ηνG3588 κειινλG3195 ηλαG2443 

επηιαβσληαηG1949 ηεοG3588 νλησοG3689 

δσεοG2222  

20 提摩太 G5095 阿 G5599 ，你要保守 G5442 G5657 所

托付(G3588) G3866 你的，躲避 G1624 G5734 世俗的
G952 虚谈(G3588) G2757 和 G2532 那敌 G477 真道、

似是而非 G5581 的学问(G3588) G1108 。 

  σ
G5599 ηηκνζεεG5095 ηελG3588 

παξαζεθελG3866 θπιαμνλG5442 

εθηξεπνκελνοG1624 ηαοG3588 

βεβεινποG952 θελνθσληαοG2757 θαηG2532 

αληηζεζεηοG477 ηεοG3588 

ςεπδσλπκνπG5581 γλσζεσοG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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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已经有人 G5100 自称 G1861 G5740 有这 G3739 学

问，就偏离 G795 G5656 了(G4012) 真道(G3588) 

G4102 。愿恩惠(G3588) G5485 常与你们 G5216 同在
G3326 ！ 

  ελ
G3739 ηηλεοG5100 επαγγειινκελνηG1861 

πεξηG4012 ηελG3588 πηζηηλG4102 

εζηνρεζαλG795 εG3588 ραξηοG5485 

κεζG3326 πκσλG5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