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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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后书 第 1 章 第 1 页 

提摩太后书 

第 1 章 

1 奉 G1223 神 G2316 旨意 G2307 ，照着 G2596 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生命(G3588) G2222 的应许
G1860 ，作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使徒 G652 的保

罗 G3972 ， 

  παπινο
G3972 απνζηνινοG65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δηαG1223 

ζειεκαηνοG2307 ζενπG2316 θαηG2596 

επαγγειηαλG1860 δσεοG2222 ηεοG358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2 写信给我亲爱的 G27 儿子 G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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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γαπεησG27 ηεθλσG5043 

ραξηοG5485 ειενοG1656 εηξελεG1515 

απνG575 ζενπG2316 παηξνοG3962 θαηG253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3 我感谢(G2192) G5485 神(G3588) G2316 ，就是我接续
G575 祖先 G4269 用 G1722 清洁的 G2513 良心 G4893 

所 G3739 事奉 G3000 G5719 的神。(G3450) 祈祷
(G3588) G1162 的时候(G1722) G5613 ，(G2192) (G5719) 不

住的 G88 想念(G3588) G3417 你(G4012) G4675 ！ 

  ραξηλ
G5485 ερσG2192 ησG3588 ζεσG2316 

σG3739 ιαηξεπσG3000 απνG575 

πξνγνλσλG4269 ελG1722 θαζαξαG2513 

ζπλεηδεζεηG4893 σοG5613 αδηαιεηπηνλG88 

ερσG2192 ηελG3588 πεξηG4012 ζνπG4675 

κλεηαλG3417 ελG1722 ηαηοG3588 

δεεζεζηλG1162 κνπG3450 λπθηνοG3571 

θαηG2532 εκεξαοG2250  

4 记念 G3415 G5772 你的 G4675 眼泪(G3588) G1144 ，昼
G2250 (G2532) 夜 G3571 切切的想要 G1971 G5723 见
G1492 G5629 你 G4571 ，好叫 G2443 我满心 G4137 

G5686 快乐 G5479 。 

  επηπνζσλG1971 ζεG4571 ηδεηλG1492 

κεκλεκελνοG3415 ζνπG4675 ησλG3588 

δαθξπσλG1144 ηλαG2443 ραξαοG5479 

πιεξσζσG4137  

5 想到 G5280 G2983 G5723 你 G4671 心里 G1722 无伪
G505 之信(G3588) G4102 ，这 G3748 信是先 G4412 在
G1774 G5656 你 G4675 外祖母(G3588) G3125 罗以 G3090 

和 G2532 你 G4675 母亲(G3588) G3384 友尼基 G2131 

心里 G1722 的，(G1161) 我深信 G3982 G5769 (G3754) 

也 G2532 在你 G4671 的心里 G1722 。 

  ππνκλεζηλ
G5280 ιαβσλG2983 ηεοG3588 

ελG1722 ζνηG4671 αλππνθξηηνπG505 

πηζηεσοG4102 εηηοG3748 ελσθεζελG1774 

πξσηνλG4412 ελG1722 ηεG3588 κακκεG3125 

ζνπG4675 ισηδηG3090 θαηG2532 ηεG3588 

κεηξηG3384 ζνπG4675 επληθεG2131 

πεπεηζκαηG3982 δεG1161 νηηG3754 θαηG2532 

ελG1722 ζνηG4671  

6 为 G1223 此 G3739 (G156) 我提醒 G363 G5719 你
G4571 ，使你将(G3739) 神(G3588) G2316 借 G1223 我
G3450 按(G3588) G1936 手(G3588) G5495 所给(G2076) 

(G5748) 你(G1722) G4671 的恩赐(G3588) G5486 再如火

挑旺起来 G329 G5721 。 

  δη
G1223 ελG3739 αηηηαλG156 

αλακηκλεζθσG363 ζεG4571 

αλαδσππξεηλG329 ηνG3588 ραξηζκαG5486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νG3739 εζηηλG2076 

ελG1722 ζνηG4671 δηαG1223 ηεοG3588 

επηζεζεσοG1936 ησλG3588 ρεηξσλG5495 

κνπG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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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为 G1063 神(G3588) G2316 赐给 G1325 G5656 我们
G2254 ，不是 G3756 胆怯的 G1167 心(G4151) ，乃是
G235 刚强 G1411 、(G2532) 仁爱 G26 、(G2532) 谨守

的心 G4995 。 

  νπ
G3756 γαξG1063 εδσθελG1325 εκηλG2254 

νG3588 ζενοG2316 πλεπκαG4151 

δεηιηαοG1167 αιιαG235 δπλακεσοG1411 

θαηG2532 αγαπεοG26 θαηG2532 

ζσθξνληζκνπG4995  

8 
(G3767) 你不要 G3361 以给我们的 G2257 主(G3588) 

G2962 作见证(G3588) G3142 为耻 G1870 G5680 ，也不

要 G3366 以我 G1691 这 G3588 为主(G846) 被囚的
G1198 为耻；总要 G235 按 G2596 神 G2316 的能力
G1411 ，与我为福音(G3588) G2098 同受苦难 G4777 

G5657 。 

  κε
G3361 νπλG3767 επαηζρπλζεοG1870 

ηνG3588 καξηπξηνλG3142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κεδεG3366 

εκεG1691 ηνλG3588 δεζκηνλG1198 

απηνπG846 αιιαG235 

ζπγθαθνπαζεζνλG4777 ησG3588 

επαγγειησG2098 θαηαG2596 δπλακηλG1411 

ζενπG2316  

9 神(G3588) 救 G4982 G5660 了我们 G2248 ，(G2532) 以

圣 G40 召 G2821 召 G2564 G5660 我们，不是 G3756 

按 G2596 我们的 G2257 行为(G3588) G2041 ，乃是
G235 按 G2596 他的 G2398 旨意 G4286 和 G2532 恩典
G5485 ；这 G3588 恩典是万古 G5550 G166 之先
G4253 ，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赐给
G1325 G5685 我们 G2254 的， 

  ηνπ
G3588 ζσζαληνοG4982 εκαοG2248 

θαηG2532 θαιεζαληνοG2564 θιεζεηG2821 

αγηαG40 νπG3756 θαηαG2596 ηαG3588 

εξγαG2041 εκσλG2257 αιιαG235 θαηαG2596 

ηδηαλG2398 πξνζεζηλG4286 θαηG2532 

ραξηλG5485 ηελG3588 δνζεηζαλG1325 

εκηλG2254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πξνG4253 ρξνλσλG5550 αησλησλG166  

10 但 G1161 如今 G3568 借着 G1223 我们 G2257 救主
(G3588) G4990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的显现(G3588) 

G2015 才表明出来了 G5319 G5685 。(G3303) 他已经

把死(G3588) G2288 废去 G2673 G5660 ，(G1161) 借着
G1223 福音(G3588) G2098 ，将不能坏的 G861 (G2532) 

生命 G2222 彰显出来 G5461 G5660 。 

  θαλεξσζεηζαλG5319 δεG1161 λπλG3568 

δηαG1223 ηεοG3588 επηθαλεηαοG2015 

ηνπG3588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θαηαξγεζαληνοG2673 κελG3303 ηνλG3588 

ζαλαηνλG2288 θσηηζαληνοG5461 δεG1161 

δσελG2222 θαηG2532 αθζαξζηαλG861 

δηαG1223 ηνπG3588 επαγγειηνπG2098  

11 我 G1473 为 G1519 这 G3739 福音奉派 G5087 G5681 作

传道的 G2783 ，(G2532) 作使徒 G652 ，(G2532) 作师

傅 G1320 。 

  εηο
G1519 νG3739 εηεζελG5087 εγσG1473 

θεξπμG2783 θαηG2532 απνζηνινοG652 

θαηG2532 δηδαζθαινοG1320  

12 为 G1223 这 G3739 缘故 G156 ，我也 G2532 受这些
G5023 苦难 G3958 G5719 。然而 G235 我不 G3756 以

为耻 G1870 G5736 ；因为 G1063 知道 G1492 G5758 我

所信 G4100 G5758 的是谁 G3739 ，也 G2532 深信
G3982 G5769 (G3754) 他能(G2076) (G5748) G1415 保全
G5442 G5658 我 G3450 所交付他的(G3588) G3866 〔或

作：他所交托我的〕，直到 G1519 那 G1565 日
(G3588) G2250 。 

  δη
G1223 ελG3739 αηηηαλG156 θαηG2532 

ηαπηαG5023 παζρσG3958 αιιG235 νπθG3756 

επαηζρπλνκαηG1870 νηδαG1492 γαξG1063 

σG3739 πεπηζηεπθαG4100 θαηG2532 

πεπεηζκαηG3982 νηηG3754 δπλαηνοG1415 

εζηηλG2076 ηελG3588 παξαζεθελG3866 

κνπG3450 θπιαμαηG5442 εηοG1519 

εθεηλελG1565 ηελG3588 εκεξαλG2250  

13 你从 G3844 我 G1700 听 G191 G5656 的那 G3739 纯正
G5198 G5723 话语 G3056 的规模 G5296 ，要用 G1722 

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的信心(G3588) 

G4102 和 G2532 爱心 G26 ，常常守着 G2192 G5720 。 

  ππνηππσζηλG5296 ερεG2192 

πγηαηλνλησλG5198 ινγσλG3056 σλG3739 

παξG3844 εκνπG1700 εθνπζαοG191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θαηG2532 αγαπεG26 ηεG358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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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从前所交托(G3588) G3866 你的善道 G2570 ，你要

靠着 G1223 那 G3588 住在 G1774 G5723 我们 G2254 里

面 G1722 的圣 G40 灵 G4151 牢牢的守着 G5442 

G5657 。 

  ηελ
G3588 θαιελG2570 παξαζεθελG3866 

θπιαμνλG5442 δηαG1223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αγηνπG40 ηνπG3588 ελνηθνπληνοG1774 

ελG1722 εκηλG2254  

15 
(G3754) 凡 G3956 在 G1722 亚西亚(G3588) G773 的
(G3588) 人都离弃 G654 G5648 我 G3165 ，这 G5124 是

你知道 G1492 G5758 的，其中(G3739) 有 G2076 G5748 

腓卲路 G5436 和 G2532 黑摩其尼 G2061 。 

  νηδαο
G1492 ηνπηνG5124 νηηG3754 

απεζηξαθεζαλG654 κεG3165 παληεοG3956 

νηG3588 ελG1722 ηεG3588 αζηαG773 σλG3739 

εζηηλG2076 θπγεινοG5436 θαηG2532 

εξκνγελεοG2061  

16 愿主(G3588) G2962 怜悯(G1325) (G5630) G1656 阿尼色

弗 G3683 一家(G3588) G3624 的人；因 G3754 他屡次
G4178 使我 G3165 畅快 G404 G5656 ，(G2532) 不以
G3756 我的 G3450 锁炼(G3588) G254 为耻 G1870 

G5681 ， 

  δσεG1325 ειενοG1656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ησG3588 νλεζηθνξνπG3683 νηθσG3624 

νηηG3754 πνιιαθηοG4178 κεG3165 

αλεςπμελG404 θαηG2532 ηελG3588 

αιπζηλG254 κνπG3450 νπθG3756 

επαηζρπλζεG1870  

17 反倒 G235 在 G1722 罗马 G4516 的时候(G1096) 

(G5637) ，殷勤的 G4709 找 G2212 G5656 我 G3165 ，

并且 G2532 找着了 G2147 G5627 。 

  αιια
G235 γελνκελνοG1096 ελG1722 

ξσκεG4516 ζπνπδαησοG4709 

εδεηεζελG2212 κεG3165 θαηG2532 

επξελG2147  

18 愿主#(G3588) G2962 使 G1325 G5630 他 G846 在 G1722 

那 G1565 日(G3588) G2250 得 G2147 G5629 主 G2962 [雅

伟]的 G3844 怜悯 G1656 。(G2532) 他在 G1722 以弗

所 G2181 怎样多多的 G3745 服事 G1247 G5656 我，

是你 G4771 明明 G957 知道 G1097 G5719 的。 

  δσεG1325 απησG846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επξεηλG2147 ειενοG1656 παξαG3844 

θπξηνπG2962 ελG1722 εθεηλεG1565 ηεG3588 

εκεξαG2250 θαηG2532 νζαG3745 ελG1722 

εθεζσG2181 δηεθνλεζελG1247 

βειηηνλG957 ζπG4771 γηλσζθεηοG1097  

  

第 2 章 

1 
(G3767) 我 G3450 儿 G5043 阿，你 G4771 要在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的(G3588) 恩典(G3588) G5485 

上 G1722 刚强 G1743 G5744 起来。 

  ζπ
G4771 νπλG3767 ηεθλνλG5043 κνπG3450 

ελδπλακνπG1743 ελG1722 ηεG3588 

ραξηηηG5485 ηεG358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2 
(G2532) 你在许多 G4183 见证人 G3144 面前 G1223 听

见 G191 G5656 我 G1700 所 G3844 教训的(G3739) ，也
(G2532) 要(G5023) 交托 G3908 G5639 那 G3748 忠心
G4103 能 G2425 (G2071) (G5704) 教导 G1321 G5658 别人
G2087 的人 G444 。 

  θαη
G2532 αG3739 εθνπζαοG191 παξG3844 

εκνπG1700 δηαG1223 πνιισλG4183 

καξηπξσλG3144 ηαπηαG5023 

παξαζνπG3908 πηζηνηοG4103 

αλζξσπνηοG444 νηηηλεοG3748 ηθαλνηG2425 

εζνληαηG2071 θαηG2532 εηεξνποG2087 

δηδαμαηG1321  

3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G4777 ，好像 G5613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的精 G2570 兵 G4757 。 

  ζπγθαθνπαζεζνλ
G4777 σοG5613 

θαινοG2570 ζηξαηησηεοG4757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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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在军中当兵的 G4754 G5734 ，不 G3762 将世
(G3588) G979 务(G3588) G4230 缠身 G1707 G5743 ，好叫
G2443 那招他当兵的人(G3588) G4758 G5660 喜悦
G700 G5661 。 

  νπδεηο
G3762 ζηξαηεπνκελνοG4754 

εκπιεθεηαηG1707 ηαηοG3588 ηνπG3588 

βηνπG979 πξαγκαηεηαηοG4230 ηλαG2443 

ησG3588 ζηξαηνινγεζαληηG4758 

αξεζεG700  

5 
(G1161) (G2532) 人 G5100 若 G1437 在场上比武 G118 

G5725 ，非(G1437) G3361 按规矩 G3545 (G118) 

(G5661) ，就不能 G3756 得冠冕 G4737 G5743 。 

  εαλ
G1437 δεG1161 θαηG2532 αζιεG118 

ηηοG5100 νπG3756 ζηεθαλνπηαηG4737 

εαλG1437 κεG3361 λνκηκσοG3545 

αζιεζεG118  

6 劳力的 G2872 G5723 农夫(G3588) G1092 ，理当 G1163 

G5748 先 G4412 得 G3335 G5721 粮食(G3588) G2590 。 
  ηνλ

G3588 θνπησληαG2872 γεσξγνλG1092 

δεηG1163 πξσηνλG4412 ησλG3588 

θαξπσλG2590 κεηαιακβαλεηλG3335  

7 我所说的(G3588) G3004 G5719 话你要思想 G3539 

G5720 ，因为 G1063 凡事(G1722) G3956 主(G3588) 

G2962 必给 G1325 G5630 你 G4671 聪明 G4907 。 

  λνεη
G3539 νG3588 ιεγσG3004 δσζεηG1325 

γαξG1063 ζνηG4671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ζπλεζηλG4907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8 你要记念 G3421 G5720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乃是

大卫 G1138 的(G1537) 后裔 G4690 ，他从 G1537 死
G3498 里复活 G1453 G5772 ，正合乎 G2596 我 G3450 

所传的福音(G3588) G2098 。 

  κλεκνλεπε
G3421 ηεζνπλG2424 

ρξηζηνλG5547 εγεγεξκελνλG1453 εθG1537 

λεθξσλG3498 εθG1537 ζπεξκαηνοG4690 

δαπηδG1138 θαηαG2596 ηνG3588 

επαγγειηνλG2098 κνπG3450  

9 我为 G1722 这 G3739 福音受苦难 G2553 G5719 ，甚

至 G3360 被捆绑 G1199 ，像 G5613 犯人 G2557 一

样。然而 G235 神(G3588) G2316 的道(G3588) G3056 却

不 G3756 被捆绑 G1210 G5769 。 

  ελ
G1722 σG3739 θαθνπαζσG2553 

κερξηG3360 δεζκσλG1199 σοG5613 

θαθνπξγνοG2557 αιιαG235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νπG3756 

δεδεηαηG1210  

10 所以 G1223 G5124 我为 G1223 选民(G3588) G1588 凡事
G3956 忍耐 G5278 G5719 ，叫 G2443 他们 G846 也
G2532 可以得着 G5177 G5632 那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的救恩(G3588) G4991 和 G3326 永远的
G166 荣耀 G1391 。 

  δηα
G1223 ηνπηνG5124 παληαG3956 

ππνκελσG5278 δηαG1223 ηνποG3588 

εθιεθηνποG1588 ηλαG2443 θαηG2532 

απηνηG846 ζσηεξηαοG4991 ηπρσζηλG5177 

ηεοG358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κεηαG3326 δνμεοG1391 αησληνπG166  

11 有可信的 G4103 话(G3588) G3056 说：“(G1063) 我们

若 G1487 与基督同死 G4880 G5627 ，也 G2532 必与

他同活 G4800 G5692 ； 

  πηζηνο
G4103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εηG1487 

γαξG1063 ζπλαπεζαλνκελG4880 θαηG2532 

ζπδεζνκελG4800  

12 我们若 G1487 能忍耐 G5278 G5719 ，也 G2532 必和

他一同作王 G4821 G5692 ；我们若 G1487 不认他
G720 G5736 ，他也 G2548 必不认 G720 G5695 我们
G2248 ； 

  εη
G1487 ππνκελνκελG5278 θαηG2532 

ζπκβαζηιεπζνκελG4821 εηG1487 

αξλεζνκεζαG720 θαθεηλνοG2548 

αξλεζεηαηG720 εκαοG2248  

13 我们纵然 G1487 失信 G569 G5719 ，他 G1565 仍是
G3306 G5719 可信的 G4103 ，因为 G1063 他不 G3756 

能 G1410 G5736 背乎 G720 G5664 自己 G1438 。＂ 

  εη
G1487 απηζηνπκελG569 εθεηλνοG1565 

πηζηνοG4103 κελεηG3306 αξλεζαζζαηG720 

γαξG1063 εαπηνλG1438 νπG3756 

δπλαηαηG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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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要使众人回想 G5279 G5720 这些 G5023 事，在

主(G3588) (G2316) 面前 G1799 嘱咐 G1263 G5740 他

们：不可 G3361 为言语争辩 G3054 G5721 ；(G1909) 

这是没有(G3762) 益处 G5539 的，(G1909) 只能败坏
G2692 听见的人(G3588) G191 G5723 。 

  ηαπηα
G5023 ππνκηκλεζθεG5279 

δηακαξηπξνκελνοG1263 ελσπηνλG1799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κεG3361 

ινγνκαρεηλG3054 επG1909 νπδελG3762 

ρξεζηκνλG5539 επηG1909 

θαηαζηξνθεG2692 ησλG3588 

αθνπνλησλG191  

15 你 G4572 当竭力 G4704 G5657 在神(G3588) G2316 面前
G3936 G5658 得蒙喜悦 G1384 ，作无愧的 G422 工人
G2040 ，按着正意分解 G3718 G5723 真理(G3588) 

G225 的道(G3588) G3056 。 

  ζπνπδαζνλ
G4704 ζεαπηνλG4572 

δνθηκνλG1384 παξαζηεζαηG3936 ησG3588 

ζεσG2316 εξγαηελG2040 

αλεπαηζρπληνλG422 νξζνηνκνπληαG3718 

ηνλG3588 ινγνλG3056 ηεοG3588 

αιεζεηαοG225  

16 但 G1161 要远避 G4026 G5732 世俗 G952 的虚谈
(G3588) G2757 ，因为 G1063 这等人必进 G4298 G5692 

到 G1909 更 G4119 不敬虔 G763 的地步。 

  ηαο
G3588 δεG1161 βεβεινποG952 

θελνθσληαοG2757 πεξηηζηαζνG4026 

επηG1909 πιεηνλG4119 γαξG1063 

πξνθνςνπζηλG4298 αζεβεηαοG763  

17 
(G2532) 他们的 G846 话(G3588) G3056 如同 G5613 毒疮
G1044 ，(G2192) (G5692) 越烂越大 G3542 ；其中
(G3739) 有 G2076 G5748 许米乃 G5211 和 G2532 腓理

徒 G5372 ， 

  θαη
G2532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απησλG846 

σοG5613 γαγγξαηλαG1044 λνκελG3542 

εμεηG2192 σλG3739 εζηηλG2076 

πκελαηνοG5211 θαηG2532 θηιεηνοG5372  

18 他们 G3748 偏离 G795 G5656 了(G4012) 真道(G3588) 

G225 ，说 G3004 G5723 复活 G386 的事已 G2235 过
G1096 G5755 ，就 G2532 败坏 G396 G5719 好些人
G5100 的信心(G3588) G4102 。 

  νηηηλεο
G3748 πεξηG4012 ηελG3588 

αιεζεηαλG225 εζηνρεζαλG795 

ιεγνληεοG3004 αλαζηαζηλG386 εδεG2235 

γεγνλελαηG1096 θαηG2532 

αλαηξεπνπζηλG396 ηελG3588 ηηλσλG5100 

πηζηηλG4102  

19 然而 G3305 ，神(G3588) G2316 坚固的 G4731 根基
(G3588) G2310 立住 G2476 G5707 G5758 了；上面有
G2192 G5723 这 G3778 印记(G3588) G4973 说：“主
G2962 [雅伟]认识 G1097 G5627 谁是(G3588) G5607 

G5752 他的 G846 人；＂又 G2532 说：“凡 G3956 

称呼(G3588) G3687 G5723 主 G2962 [雅伟]名(G3588) 

G3686 的人总要离开 G868 G5628 (G575) 不义
G93 。＂ 

  ν
G3588 κεληνηG3305 ζηεξενοG4731 

ζεκειηνοG2310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ζηεθελG2476 ερσλG2192 ηελG3588 

ζθξαγηδαG4973 ηαπηελG3778 εγλσG1097 

θπξηνοG2962 ηνποG3588 νληαοG5607 

απηνπG846 θαηG2532 απνζηεησG868 

απνG575 αδηθηαοG93 παοG3956 νG3588 

νλνκαδσλG3687 ηνG3588 νλνκαG3686 

θπξηνπG2962  

20 
(G1161) 在 G1722 大 G3173 户人家 G3614 ，不但
G3756 G3440 有 G2076 G5748 金 G5552 器 G4632 (G2532) 

银 G693 器，也有 G235 G2532 木 G3585 器(G2532) 瓦
G3749 器；(G2532) 有 G3739 (G3303) 作为(G1519) 贵重

的 G5092 ，(G1161) 有 G3739 作为(G1519) 卑贱的
G819 。 

  ελ
G1722 κεγαιεG3173 δεG1161 νηθηαG3614 

νπθG3756 εζηηλG2076 κνλνλG3440 

ζθεπεG4632 ρξπζαG5552 θαηG2532 

αξγπξαG693 αιιαG235 θαηG2532 

μπιηλαG3585 θαηG2532 νζηξαθηλαG3749 

θαηG2532 αG3739 κελG3303 εηοG1519 

ηηκελG5092 αG3739 δεG1161 εηοG1519 

αηηκηαλG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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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3767) 人 G5100 若 G1437 自 G1438 洁 G1571 G5661 ，

脱离 G575 卑贱的事(G5130) ，就必作 G2071 G5704 

(G1519) 贵重的 G5092 器皿 G4632 ，成为圣洁 G37 

G5772 ，合乎主(G3588) G1203 用 G2173 ，预备 G2090 

G5772 行(G1519) 各样的 G3956 善 G18 事 G2041 。 

  εαλ
G1437 νπλG3767 ηηοG5100 εθθαζαξεG1571 

εαπηνλG1438 απνG575 ηνπησλG5130 

εζηαηG2071 ζθεπνοG4632 εηοG1519 

ηηκελG5092 εγηαζκελνλG37 

επρξεζηνλG2173 ησG3588 δεζπνηεG1203 

εηοG1519 παλG3956 εξγνλG2041 αγαζνλG18 

εηνηκαζκελνλG2090  

22 
(G1161) 你要逃避 G5343 G5720 少年的 G3512 私欲
(G3588) G1939 ，(G1161) 同 G3326 那 G3588 (G1537) 清
G2513 心 G2588 祷告 G1941 G5734 主(G3588) G2962 [雅

伟]的人追求 G1377 G5720 公义 G1343 、信德
G4102 、仁爱 G26 、和平 G1515 。 

  ηαο
G3588 δεG1161 λεσηεξηθαοG3512 

επηζπκηαοG1939 θεπγεG5343 δησθεG1377 

δεG1161 δηθαηνζπλελG1343 πηζηηλG4102 

αγαπελG26 εηξελελG1515 κεηαG3326 

ησλG3588 επηθαινπκελσλG1941 ηνλG3588 

θπξηνλG2962 εθG1537 θαζαξαοG2513 

θαξδηαοG2588  

23 惟有 G1161 那愚拙 G3474 (G2532) 无学问 G521 的辩

论(G3588) G2214 ，总要弃绝 G3868 G5737 ，因为
G3754 知道 G1492 G5761 这等事是起 G1080 G5719 争

竞 G3163 的。 

  ηαο
G3588 δεG1161 κσξαοG3474 θαηG2532 

απαηδεπηνποG521 δεηεζεηοG2214 

παξαηηνπG3868 εηδσοG1492 νηηG3754 

γελλσζηλG1080 καραοG3163  

24 然而 G1161 主 G2962 的仆人 G1401 不 G3756 可
G1163 G5748 争竞 G3164 G5738 ，只 G235 要 G1511 

G5750 温温和和的 G2261 待(G4314) 众人 G3956 ，善

于教导 G1317 ，存心忍耐 G420 ， 

  δνπινλ
G1401 δεG1161 θπξηνπG2962 νπG3756 

δεηG1163 καρεζζαηG3164 αιιαG235 

επηνλG2261 εηλαηG1511 πξνοG4314 

παληαοG3956 δηδαθηηθνλG1317 

αλεμηθαθνλG420  

25 用(G1722) 温柔 G4240 劝戒 G3811 G5723 那 G3588 抵

挡 G475 G5734 的人；或者 G3379 神(G3588) G2316 给
G1325 G5632 他们 G846 悔改 G3341 的心，可以
(G1519) 明白(G1922) 真道 G225 ， 

  ελ
G1722 πξαπηεηηG4240 παηδεπνληαG3811 

ηνποG3588 αληηδηαηηζεκελνποG475 

κεπνηεG3379 δσεG1325 απηνηοG846 νG3588 

ζενοG2316 κεηαλνηαλG3341 εηοG1519 

επηγλσζηλG1922 αιεζεηαοG225  

26 
(G2532) 叫他们这已经被 G5259 魔鬼(G3588) G1228 

(G1519) 任意(G3588) (G1565) G2307 掳去 G2221 G5772 

的，可以醒悟 G366 G5661 ，脱离 G1537 他的 G846 

网罗(G3588) G3803 。 

  θαη
G2532 αλαλεςσζηλG366 εθG1537 

ηεοG3588 ηνπG3588 δηαβνινπG1228 

παγηδνοG3803 εδσγξεκελνηG2221 ππG5259 

απηνπG846 εηοG1519 ηνG3588 εθεηλνπG1565 

ζειεκαG2307  

  

第 3 章 

1 你该 G1161 知道 G1097 G5720 (G5124) ，(G3754) (G1722) 

末 G2078 世 G2250 必有危险的 G5467 日子(G2540) 来

到 G1764 G5695 。 

  ηνπην
G5124 δεG1161 γηλσζθεG1097 νηηG3754 

ελG1722 εζραηαηοG2078 εκεξαηοG2250 

ελζηεζνληαηG1764 θαηξνηG2540 

ραιεπνηG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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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为 G1063 那时人(G3588) G444 要(G2071) (G5704) 专

顾自己 G5367 、贪爱钱财 G5366 、自夸 G213 、狂

傲 G5244 、谤讟 G989 、违背 G545 父母 G1118 、

忘恩负义 G884 、心不圣洁 G462 、 

  εζνληαη
G2071 γαξG1063 νηG3588 

αλζξσπνηG444 θηιαπηνηG5367 

θηιαξγπξνηG5366 αιαδνλεοG213 

ππεξεθαλνηG5244 βιαζθεκνηG989 

γνλεπζηλG1118 απεηζεηοG545 

αραξηζηνηG884 αλνζηνηG462  

3 无亲情 G794 、不解怨 G786 、好说谗言 G1228 、

不能自约 G193 、性情凶暴 G434 、不爱良善
G865 、 

  αζηνξγνη
G794 αζπνλδνηG786 

δηαβνινηG1228 αθξαηεηοG193 

αλεκεξνηG434 αθηιαγαζνηG865  

4 卖主卖友 G4273 、任意妄为 G4312 、自高自大
G5187 G5772 、爱宴乐 G5369 、(G3123) (G2228) 不爱

神 G5377 ， 

  πξνδνηαη
G4273 πξνπεηεηοG4312 

ηεηπθσκελνηG5187 θηιεδνλνηG5369 

καιινλG3123 εG2228 θηινζενηG5377  

5 有 G2192 G5723 敬虔 G2150 的外貌 G3446 ，却 G1161 

背了 G720 G5768 敬虔的(G846) 实意(G3588) (G1411) ；
(G2532) 这等 G5128 人你要躲开 G665 G5732 。 

  ερνληεο
G2192 κνξθσζηλG3446 

επζεβεηαοG2150 ηελG3588 δεG1161 

δπλακηλG1411 απηεοG846 εξλεκελνηG720 

θαηG2532 ηνπηνποG5128 απνηξεπνπG665  

6 那 G3588 偷进 G1744 G5723 (G1519) 人家(G3588) 

G3614 、(G2532) 牢笼 G163 无知妇女 G1133 的，
(G1063) 正是 G1526 G5748 (G1537) 这等 G5130 人。这

些妇女担负 G4987 G5772 罪恶 G266 ，被各样的
G4164 私欲 G1939 引诱 G71 G5746 ， 

  εθ
G1537 ηνπησλG5130 γαξG1063 εηζηλG1526 

νηG3588 ελδπλνληεοG1744 εηοG1519 ηαοG3588 

νηθηαοG3614 θαηG2532 αηρκαισηηδνληεοG163 

γπλαηθαξηαG1133 ζεζσξεπκελαG4987 

ακαξηηαηοG266 αγνκελαG71 

επηζπκηαηοG1939 πνηθηιαηοG4164  

7 常常 G3842 学习 G3129 G5723 ，(G2532) 终久不 G3368 

能 G1410 G5740 明白(G2064) (G5629) (G1519) 真 G225 道
(G1922) 。 

  παληνηε
G3842 καλζαλνληαG3129 θαηG2532 

κεδεπνηεG3368 εηοG1519 επηγλσζηλG1922 

αιεζεηαοG225 ειζεηλG2064 δπλακελαG1410  

8 
(G1161) 从前雅尼 G2389 和 G2532 佯庇 G2387 怎样
G3739 G5158 敌挡 G436 G5627 摩西 G3475 ，(G3779) 这

等 G3778 人也 G2532 怎样敌挡 G436 G5731 真道
(G3588) G225 。他们的(G444) 心地(G3588) G3563 坏
G2704 G5772 了，在真道(G3588) (G4102) 上 G4012 是

可废弃的 G96 。 

  νλ
G3739 ηξνπνλG5158 δεG1161 ηαλλεοG2389 

θαηG2532 ηακβξεοG2387 αληεζηεζαλG436 

κσπζεηG3475 νπησοG3779 θαηG2532 

νπηνηG3778 αλζηζηαληαηG436 ηεG3588 

αιεζεηαG225 αλζξσπνηG444 

θαηεθζαξκελνηG2704 ηνλG3588 λνπλG3563 

αδνθηκνηG96 πεξηG4012 ηελG3588 

πηζηηλG4102  

9 然而 G235 他们不 G3756 能再 G4298 G5692 G1909 

G4119 这样敌挡；因为 G1063 他们的 G846 愚昧
(G3588) G454 必(G2071) (G5704) 在众人 G3956 面前显

露出来 G1552 ，(G2532) 像 G5613 那 G1565 二人一样
(G3588) (G1096) (G5633) 。 

  αιι
G235 νπG3756 πξνθνςνπζηλG4298 

επηG1909 πιεηνλG4119 εG3588 γαξG1063 

αλνηαG454 απησλG846 εθδεινοG1552 

εζηαηG2071 παζηλG3956 σοG5613 θαηG2532 

εG3588 εθεηλσλG1565 εγελεηνG1096  

10 但 G1161 你 G4771 已经服从 G3877 G5758 了我的
G3450 教训(G3588) G1319 、品行(G3588) G72 、志向
(G3588) G4286 、信心(G3588) G4102 、宽容(G3588) 

G3115 、爱心(G3588) G26 、忍耐(G3588) G5281 ， 

  ζπ
G4771 δεG1161 παξεθνινπζεζαοG3877 

κνπG3450 ηεG358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ηεG3588 

αγσγεG72 ηεG3588 πξνζεζεηG4286 ηεG3588 

πηζηεηG4102 ηεG3588 καθξνζπκηαG3115 

ηεG3588 αγαπεG26 ηεG3588 ππνκνλεG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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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及我 G3427 在 G1722 安提阿 G490 、(G1722) 以哥

念 G2430 、(G1722) 路司得 G3082 所遭遇 G1096 G5633 

的(G3634) 逼迫(G3588) G1375 ，苦难(G3588) G3804 。

我所忍受 G5297 G5656 是何等的 G3634 逼迫
G1375 ；但 G2532 从 G1537 这一切 G3956 苦难中，

主(G3588) G2962 都把我 G3165 救 G4506 G5673 出来

了。 

  ηνηο
G3588 δησγκνηοG1375 ηνηοG3588 

παζεκαζηλG3804 νηαG3634 κνηG3427 

εγελεηνG1096 ελG1722 αληηνρεηαG490 

ελG1722 ηθνλησG2430 ελG1722 

ιπζηξνηοG3082 νηνποG3634 δησγκνποG1375 

ππελεγθαG5297 θαηG2532 εθG1537 

παλησλG3956 κεG3165 εξξπζαηνG4506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12 不但如此 G1161 ，(G2532) 凡 G3956 立志(G3588) 

G2309 G5723 在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里 G1722 敬虔
G2153 度日 G2198 G5721 的也都要受逼迫 G1377 

G5701 。 

  θαη
G2532 παληεοG3956 δεG1161 νηG3588 

ζεινληεοG2309 δελG2198 επζεβσοG2153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δησρζεζνληαηG1377  

13 只是 G1161 作恶的 G4190 (G444) 和 G2532 迷惑人的
G1114 ，必越久越恶 G4298 G5692 G1909 (G3588) 

G5501 ，他欺哄 G4105 G5723 人，也 G2532 被人欺

哄 G4105 G5746 。 

  πνλεξνη
G4190 δεG1161 αλζξσπνηG444 

θαηG2532 γνεηεοG1114 πξνθνςνπζηλG4298 

επηG1909 ηνG3588 ρεηξνλG5501 

πιαλσληεοG4105 θαηG2532 

πιαλσκελνηG4105  

14 但 G1161 (G4771) 你所 G3739 学习 G3129 G5627 的，
(G2532) 所确信 G4104 G5681 的，要存 G3306 G5720 在

心里 G1722 ；因为你知道 G1492 G5761 是跟 G3844 

谁 G5101 学 G3129 G5627 的， 

  ζπ
G4771 δεG1161 κελεG3306 ελG1722 

νηοG3739 εκαζεοG3129 θαηG2532 

επηζησζεοG4104 εηδσοG1492 παξαG3844 

ηηλσλG5101 εκαζεοG3129  

15 并且 G2532 (G3754) 知道你是从 G575 小 G1025 明白
G1492 G5758 圣 G2413 经 G1121 ，这 G3588 圣经能
G1410 G5740 使你 G4571 因 G1223 信(G3588) G4102 

(G1722)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有(G1519) 得救
G4991 的智慧 G4679 G5658 。 

  θαη
G2532 νηηG3754 απνG575 βξεθνποG1025 

ηεξαG2413 γξακκαηαG1121 νηδαοG1492 

ηαG3588 δπλακελαG1410 ζεG4571 

ζνθηζαηG4679 εηοG1519 ζσηεξηαλG4991 

δηαG1223 πηζηεσοG4102 ηεοG3588 ελG1722 

ρξηζησG5547 ηεζνπG2424  

16 圣经 G1124 都是 G3956 神所默示 G2315 的〔或

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G2532) 于 G4314 教

训 G1319 、(G4314) 督责 G1650 、(G4314) 使人归正
G1882 、(G4314) 教导 G3809 人(G1722) 学义(G3588) 

G1343 都是有益的 G5624 ， 

  παζα
G3956 γξαθεG1124 

ζενπλεπζηνοG2315 θαηG2532 

σθειηκνοG5624 πξνοG4314 

δηδαζθαιηαλG1319 πξνοG4314 

ειεγκνλG1650 πξνοG4314 

επαλνξζσζηλG1882 πξνοG4314 

παηδεηαλG3809 ηελG3588 ελG1722 

δηθαηνζπλεG1343  

17 叫 G2443 属神(G3588) G2316 的人(G3588) G444 得以
G5600 G5753 完全 G739 ，预备 G1822 (G5772) (G4314) 

行各样的 G3956 善 G18 事 G2041 。 

  ηλα
G2443 αξηηνοG739 εG5600 νG3588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αλζξσπνοG444 

πξνοG4314 παλG3956 εξγνλG2041 

αγαζνλG18 εμεξηηζκελνοG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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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神(G3588) G2316 面前 G1799 ，并 G2532 在将来
(G3588) G3195 G5723 审判 G2919 G5721 活人 G2198 

G5723 (G2532) 死人 G3498 的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面前，(G2532) 凭着他的 G846 显现(G3588) G2015 和
G2532 他的 G846 国度(G3588) G932 嘱咐 G1263 G5736 

你： 

  δηακαξηπξνκαη
G1263 ελσπηνλG1799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νπG3588 κειινληνοG3195 

θξηλεηλG2919 δσληαοG2198 θαηG2532 

λεθξνποG3498 θαηG2532 ηελG3588 

επηθαλεηαλG2015 απηνπG846 θαηG2532 

ηελG3588 βαζηιεηαλG932 απηνπG846  

2 务要传 G2784 G5657 道(G3588) G3056 ，无论得时
G2122 不得时 G171 ，总要专心(G2186) (G5628) ；并

用 G1722 百般的 G3956 忍耐 G3115 ，(G2532) 各样的

教训 G1322 ，责备人 G1651 G5657 、警戒人 G2008 

G5657 、劝勉人 G3870 G5657 。 

  θεξπμνλ
G2784 ηνλG3588 ινγνλG3056 

επηζηεζηG2186 επθαηξσοG2122 

αθαηξσοG171 ειεγμνλG1651 

επηηηκεζνλG2008 παξαθαιεζνλG3870 

ελG1722 παζεG3956 καθξνζπκηαG3115 

θαηG2532 δηδαρεG1322  

3 因为 G1063 时候 G2540 要到 G2071 G5704 ，(G3753) 

人必厌烦(G3756) (G430) (G5695) 纯正的 G5198 G5723 

道理(G3588) G1319 ，耳朵(G3588) G189 发痒 G2833 

G5746 ，就 G235 随从 G2596 自己的 G2398 情欲
(G3588) G1939 ，增添 G2002 G5692 (G1438) 好些师傅
G1320 ， 

  εζηαη
G2071 γαξG1063 θαηξνοG2540 νηεG3753 

ηεοG3588 πγηαηλνπζεοG5198 

δηδαζθαιηαοG1319 νπθG3756 

αλεμνληαηG430 αιιαG235 θαηαG2596 

ηαοG3588 ηδηαοG2398 επηζπκηαοG1939 

εαπηνηοG1438 επηζσξεπζνπζηλG2002 

δηδαζθαινποG1320 θλεζνκελνηG2833 

ηελG3588 αθνελG189  

4 并且 G2532 (G3303) 掩耳不(G654) (G5692) 听(G3588) 

G189 (G575) 真道(G3588) G225 ，(G1161) 偏 G1624 G5691 

向 G1909 荒渺的言语(G3588) G3454 。 

  θαη
G2532 απνG575 κελG3303 ηεοG3588 

αιεζεηαοG225 ηελG3588 αθνελG189 

απνζηξεςνπζηλG654 επηG1909 δεG1161 

ηνποG3588 κπζνποG3454 

εθηξαπεζνληαηG1624  

5 你 G4771 却要 G1161 (G1722) 凡事 G3956 谨慎 G3525 

G5720 ，忍受苦难 G2553 G5657 ，做 G4160 G5657 传

道的 G2099 工夫 G2041 ，尽 G4135 G5657 你的 G4675 

职分(G3588) G1248 。 

  ζπ
G4771 δεG1161 λεθεG3525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θαθνπαζεζνλG2553 

εξγνλG2041 πνηεζνλG4160 

επαγγειηζηνπG2099 ηελG3588 

δηαθνληαλG1248 ζνπG4675 

πιεξνθνξεζνλG4135  

6 
(G1063) 我 G1473 现在 G2235 被浇奠 G4689 G5743 ，
(G2532) 我 G3450 离世(G3588) G359 的时候(G3588) 

G2540 到了 G2186 G5758 。 

  εγσ
G1473 γαξG1063 εδεG2235 

ζπελδνκαηG4689 θαηG2532 νG3588 

θαηξνοG2540 ηεοG3588 αλαιπζεσοG359 

κνπG3450 εθεζηεθελG2186  

7 那 G3588 美好的 G2570 仗 G73 我已经打过了 G75 

G5766 ，当跑的路(G3588) G1408 我已经跑尽了
G5055 G5758 ，所信的(G3588) G4102 道我已经守住

了 G5083 G5758 。 

  ηνλ
G3588 θαινλG2570 αγσλαG73 

εγσληζκαηG75 ηνλG3588 δξνκνλG1408 

ηεηειεθαG5055 ηελG3588 πηζηηλG4102 

ηεηεξεθαG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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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此以后 G3063 ，有公义的(G3588) G1343 冠冕
(G3588) G4735 为我 G3427 存留 G606 G5736 ，就是
G3739 按着公义(G3588) G1342 审判 G2923 的主(G3588) 

G2962 到了(G1722) 那 G1565 日(G3588) G2250 要赐给
G591 G5692 我 G3427 的；(G1161) 不但 G3756 G3440 赐

给我 G1698 ，也(G235) G2532 赐给凡 G3956 爱慕
(G3588) G25 G5761 他 G846 显现(G3588) G2015 的人。 

  ινηπνλ
G3063 απνθεηηαηG606 κνηG3427 

νG3588 ηεοG3588 δηθαηνζπλεοG1343 

ζηεθαλνοG4735 νλG3739 απνδσζεηG591 

κνηG3427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ελG1722 

εθεηλεG1565 ηεG3588 εκεξαG2250 νG3588 

δηθαηνοG1342 θξηηεοG2923 νπG3756 

κνλνλG3440 δεG1161 εκνηG1698 αιιαG235 

θαηG2532 παζηλG3956 ηνηοG3588 

εγαπεθνζηλG25 ηελG3588 

επηθαλεηαλG2015 απηνπG846  

9 你要赶紧的 G4704 G5657 G5030 到 G4314 我 G3165 这

里来 G2064 G5629 。 
  ζπνπδαζνλ

G4704 ειζεηλG2064 πξνοG4314 

κεG3165 ηαρεσοG5030  

10 因为 G1063 底马 G1214 贪爱 G25 G5660 现今的
G3568 世界(G3588) G165 ，就离弃 G1459 G5627 我
G3165 (G2532) 往 G1519 帖撒罗尼迦 G2332 去 G4198 

G5675 了，革勒士 G2913 往 G1519 加拉太 G1053 

去，提多 G5103 往 G1519 挞马太 G1149 去， 

  δεκαο
G1214 γαξG1063 κεG3165 

εγθαηειεηπελG1459 αγαπεζαοG25 

ηνλG3588 λπλG3568 αησλαG165 θαηG2532 

επνξεπζεG4198 εηοG1519 

ζεζζαινληθελG2332 θξεζθεοG2913 

εηοG1519 γαιαηηαλG1053 ηηηνοG5103 εηοG1519 

δαικαηηαλG1149  

11 独有 G3441 路加 G3065 (G2076) (G5748) 在我 G1700 这

里(G3326) 。(G3326) 你 G4572 来的时候，要把(G353) 

(G5631) 马可 G3138 带 G71 G5720 来，因为 G1063 他

在传道 G1248 〔或作：服事我〕的事上 G1519 

(G2076) (G5748) 于我 G3427 有益处 G2173 。 

  ινπθαο
G3065 εζηηλG2076 κνλνοG3441 

κεηG3326 εκνπG1700 καξθνλG3138 

αλαιαβσλG353 αγεG71 κεηαG3326 

ζεαπηνπG4572 εζηηλG2076 γαξG1063 

κνηG3427 επρξεζηνοG2173 εηοG1519 

δηαθνληαλG1248  

12 
(G1161) 我已经打发 G649 G5656 推基古 G5190 往
G1519 以弗所 G2181 去。 

  ηπρηθνλ
G5190 δεG1161 απεζηεηιαG649 

εηοG1519 εθεζνλG2181  

13 我在 G1722 特罗亚 G5174 留 G620 G5627 于 G3844 加

布 G2591 的那 G3739 件外衣(G3588) G5341 ，你来
G2064 G5740 的时候可以带来 G5342 G5720 ，那些
G3588 书 G975 也要 G2532 带来，更要紧的 G3122 

是那些 G3588 皮卷 G3200 。 

  ηνλ
G3588 θαηινλελG5341 νλG3739 

απειεηπνλG620 ελG1722 ηξσαδηG5174 

παξαG3844 θαξπσG2591 εξρνκελνοG2064 

θεξεG5342 θαηG2532 ηαG3588 βηβιηαG975 

καιηζηαG3122 ηαοG3588 κεκβξαλαοG3200  

14 铜匠(G3588) G5471 亚力山大 G223 多多的 G4183 害
G1731 G5668 G2556 我 G3427 ；主(G3588) G2962 必照
G2596 他 G846 所行的(G3588) G2041 报应 G591 G5630 

他 G846 。 

  αιεμαλδξνο
G223 νG3588 ραιθεποG5471 

πνιιαG4183 κνηG3427 θαθαG2556 

ελεδεημαηνG1731 απνδσζεηG591 απησG846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θαηαG2596 ηαG3588 

εξγαG2041 απηνπG846  

15 你 G4771 也 G2532 要防备 G5442 G5732 他 G3739 ，因

为 G1063 他极力 G3029 敌挡 G436 G5758 了我们的
G2251 话(G3588) G3056 。 

  νλ
G3739 θαηG2532 ζπG4771 θπιαζζνπG5442 

ιηαλG3029 γαξG1063 αληεζηεG436 ηνηοG3588 

εκεηεξνηοG2251 ινγνηοG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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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1722) 我 G3450 初次 G4413 申诉(G3588) G627 ，没有

人 G3762 前来 G3854 (G3427) 帮助，竟 G235 都 G3956 

离弃 G1459 G5627 我 G3165 ；但愿这罪不 G3361 归

与 G3049 G5678 他们 G846 。 

  ελ
G1722 ηεG3588 πξσηεG4413 κνπG3450 

απνινγηαG627 νπδεηοG3762 κνηG3427 

παξεγελεηνG3854 αιιαG235 παληεοG3956 

κεG3165 εγθαηειεηπνλG1459 κεG3361 

απηνηοG846 ινγηζζεηεG3049  

17 惟有(G1161) 主(G3588) G2962 站在我 G3427 旁边
G3936 G5627 ，(G2532) 加给我 G3165 力量 G1743 

G5656 ，使 G2443 福音(G3588) (G2782) 被(G1223) 我
G1700 尽都传明 G4135 G5686 ，(G2532) 叫外邦人
(G3588) G1484 都(G3956) 听见 G191 G5661 ；我也 G2532 

从 G1537 狮子 G3023 口 G4750 里被救 G4506 G5681 出

来。 

  ν
G3588 δεG1161 θπξηνοG2962 κνηG3427 

παξεζηεG3936 θαηG2532 

ελεδπλακσζελG1743 κεG3165 ηλαG2443 

δηG1223 εκνπG1700 ηνG3588 θεξπγκαG2782 

πιεξνθνξεζεG4135 θαηG2532 

αθνπζσζηλG191 παληαG3956 ηαG3588 

εζλεG1484 θαηG2532 εξξπζζελG4506 

εθG1537 ζηνκαηνοG4750 ιενληνοG3023  

18 主(G3588) G2962 必救 G4506 G5695 我 G3165 脱离(G575) 

诸般的 G3956 凶恶 G4190 (G2041) ，也 G2532 必救
G4982 G5692 我进 G1519 他的 G846 天(G3588) G2032 国
(G3588) G932 。愿荣耀(G3588) G1391 归给他 G3739 ，

直到 G1519 永永远远(G3588) G165 (G3588) G165 。阿

们 G281 。 

  ξπζεηαη
G4506 κεG3165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απνG575 παληνοG3956 εξγνπG2041 

πνλεξνπG4190 θαηG2532 ζσζεηG4982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βαζηιεηαλG932 

απηνπG846 ηελG3588 επνπξαληνλG2032 

σG3739 εG3588 δνμαG1391 εηοG1519 

ηνποG3588 αησλαοG165 ησλG3588 

αησλσλG165 ακελG281  

19 问 G782 G5663 百基拉 G4251 、(G2532) 亚居拉
G207 ，和 G2532 阿尼色弗 G3683 一家(G3588) G3624 

的人安。 

  αζπαζαη
G782 πξηζθαλG4251 θαηG2532 

αθπιαλG207 θαηG2532 ηνλG3588 

νλεζηθνξνπG3683 νηθνλG3624  

20 以拉都 G2037 在 G1722 哥林多 G2882 住下 G3306 

G5656 了。(G1161) 特罗非摩 G5161 病了 G770 

G5723 ，我就留 G620 G5627 他在 G1722 米利都
G3399 。 

  εξαζηνο
G2037 εκεηλελG3306 ελG1722 

θνξηλζσG2882 ηξνθηκνλG5161 δεG1161 

απειεηπνλG620 ελG1722 κηιεησG3399 

αζζελνπληαG770  

21 你要赶紧 G4704 G5657 在冬天 G5494 以前 G4253 到

我这里来 G2064 G5629 。有友布罗 G2103 、(G2532) 

布田 G4227 、(G2532) 利奴 G3044 、(G2532) 革老底

亚 G2803 ，和 G2532 众 G3956 弟兄(G3588) G80 都问
G782 G5736 你 G4571 安。 

  ζπνπδαζνλ
G4704 πξνG4253 

ρεηκσλνοG5494 ειζεηλG2064 

αζπαδεηαηG782 ζεG4571 επβνπινοG2103 

θαηG2532 πνπδεοG4227 θαηG2532 ιηλνοG3044 

θαηG2532 θιαπδηαG2803 θαηG2532 νηG3588 

αδειθνηG80 [παληεο]G3956  

22 愿主(G3588) G2962 与你的 G4675 灵(G3588) G4151 同

在 G3326 。愿恩惠(G3588) G5485 常与你们 G5216 同

在 G3326 ！ 

  ν
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κεηαG3326 ηνπG3588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ζνπG4675 εG3588 

ραξηοG5485 κεζG3326 πκσλG5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