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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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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1 神 G2316 的仆人 G1401 ，(G1161)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使徒 G652 保罗 G3972 ，凭着 G2596 神
G2316 选民 G1588 的信心 G4102 与 G2532 敬虔 G2150 

真理 G225 的(G3588) (G2596) 知识 G1922 ， 

  παπινοG3972 δνπινοG1401 ζενπG2316 

απνζηνινοG652 δεG1161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θαηαG2596 πηζηηλG4102 

εθιεθησλG1588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επηγλσζηλG1922 αιεζεηαοG225 ηεοG3588 

θαηG2596 επζεβεηαλG2150  

2 
(G1909) 盼望 G1680 那 G3588 无谎言的 G893 神
G2316 在万古 G166 G5550 之先 G4253 所 G3739 应许
G1861 G5662 的永 G166 生 G2222 ， 

  επG1909 ειπηδηG1680 δσεοG2222 

αησληνπG166 ελG3739 επεγγεηιαηνG1861 

νG3588 αςεπδεοG893 ζενοG2316 πξνG4253 

ρξνλσλG5550 αησλησλG166  

3 
(G1161) 到了(G2398) 日期 G2540 ，借着 G1722 传扬
G2782 的工夫把他的 G846 道(G3588) G3056 显明
G5319 G5656 了；这 G3739 传扬的责任是按着
G2596 神 G2316 我们 G2257 救主(G3588) G4990 的命

令 G2003 交托 G4100 G5681 了我 G1473 。 

  εθαλεξσζελG5319 δεG1161 θαηξνηοG2540 

ηδηνηοG2398 ηνλG3588 ινγνλG3056 

απηνπG846 ελG1722 θεξπγκαηηG2782 νG3739 

επηζηεπζελG4100 εγσG1473 θαηG2596 

επηηαγελG2003 ηνπG3588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ζενπG2316  

4 现在写信给提多 G5103 ，就是照着 G2596 我们

共 G2839 信 G4102 之道作我真 G1103 儿子 G5043 

的。愿恩惠 G5485 、(G2532) 平安 G1515 从 G575 父
G3962 神 G2316 和 G2532 我们的 G2257 救主(G3588) 

G4990 基督 G5547 耶稣 G2424 归与你！ 

  ηηησG5103 γλεζησG1103 ηεθλσG5043 

θαηαG2596 θνηλελG2839 πηζηηλG4102 

ραξηοG5485 θαηG2532 εηξελεG1515 απνG575 

ζενπG2316 παηξνοG3962 θαηG2532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ηνπG3588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5 我从前留 G620 G5627 你 G4571 在 G1722 革哩底
G2914 ，是要(G5127) (G5484) 你(G2443) 将那 G3588 没

有办完(G3007) (G5723) 的事都办整齐 G1930 G5672 

了，又 G2532 照 G5613 我 G1473 所吩咐 G1299 G5668 

你 G4671 的，在 G2596 各城 G4172 设立 G2525 G5661 

长老 G4245 。 

  ηνπηνπG5127 ραξηλG5484 απειεηπνλG620 

ζεG4571 ελG1722 θξεηεG2914 ηλαG2443 

ηαG3588 ιεηπνληαG3007 

επηδηνξζσζεG1930 θαηG2532 

θαηαζηεζεοG2525 θαηαG2596 πνιηλG4172 

πξεζβπηεξνποG4245 σοG5613 εγσG1473 

ζνηG4671 δηεηαμακελG1299  

6 若 G1487 有(G2076) (G5748) 无可指责的 G410 人
(G5100) ，只作一个 G1520 妇人 G1135 的丈夫
G435 ，(G2192) (G5723) 儿女 G5043 也是信主 G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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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ηG1487 ηηοG5100 εζηηλG2076 

αλεγθιεηνοG410 κηαοG1520 γπλαηθνοG1135 

αλεξG435 ηεθλαG5043 ερσλG2192 

πηζηαG4103 κεG3361 ελG1722 

θαηεγνξηαG2724 αζσηηαοG810 εG2228 

αλππνηαθηαG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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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1063) 监督(G3588) G1985 既是 G5613 神 G2316 的管

家 G3623 ，必须 G1163 G5748 (G1511) (G5750) 无可指

责 G410 ，不 G3361 任性 G829 ，不 G3361 暴躁
G3711 ，不 G3361 因酒滋事 G3943 ，不 G3361 打人
G4131 ，不 G3361 贪无义之财 G146 ； 

  δεηG1163 γαξG1063 ηνλG3588 

επηζθνπνλG1985 αλεγθιεηνλG410 

εηλαηG1511 σοG5613 ζενπG2316 

νηθνλνκνλG3623 κεG3361 απζαδεG829 

κεG3361 νξγηινλG3711 κεG3361 

παξνηλνλG3943 κεG3361 πιεθηελG4131 

κεG3361 αηζρξνθεξδεG146  

8 
(G235) 乐意接待远人 G5382 ，好善 G5358 ，庄重
G4998 ，公平 G1342 ，圣洁 G3741 ，自持 G1468 ； 

  αιιαG235 θηινμελνλG5382 

θηιαγαζνλG5358 ζσθξνλαG4998 

δηθαηνλG1342 νζηνλG3741 εγθξαηεG1468  

9 坚守 G472 G5740 (G3588) (G2596) 所教(G3588) G1322 真

实的(G4103) 道理 G3056 ，就 G2443 G5600 G5753 能
G1415 (G2532) 将(G1722) 纯正(G3588) G5198 的教训
(G3588) G1319 劝化 G3870 G5721 人，又 G2532 能把

争辩(G3588) G483 G5723 的人驳倒 G1651 G5721 了。 

  αληερνκελνλG472 ηνπG3588 θαηαG2596 

ηελG3588 δηδαρελG1322 πηζηνπG4103 

ινγνπG3056 ηλαG2443 δπλαηνοG1415 εG5600 

θαηG2532 παξαθαιεηλG3870 ελG1722 

ηεG358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ηεG3588 

πγηαηλνπζεG5198 θαηG2532 ηνποG3588 

αληηιεγνληαοG483 ειεγρεηλG1651  

10 因为 G1063 有 G1526 G5748 许多 G4183 人不服约束
G506 ，说虚空话 G3151 (G2532) 欺哄人 G5423 ；那
G3588 奉(G1537) 割礼(G3588) G4061 的更是(G3122) 这

样。 

  εηζηλG1526 γαξG1063 πνιινηG4183 

αλππνηαθηνηG506 καηαηνινγνηG3151 

θαηG2532 θξελαπαηαηG5423 καιηζηαG3122 

νηG3588 εθG1537 ηεοG3588 πεξηηνκεοG4061  

11 这些人(G3739) 的口总要(G1163) (G5748) 堵住 G1993 

G5721 。他们(G3748) 因 G5484 贪不义之 G150 财
(G2771) ，将不 G3361 该 G1163 G5748 教导的(G3739) 

教导 G1321 G5723 人，败坏 G396 G5719 人的全
G3650 家 G3624 。 

  νποG3739 δεηG1163 επηζηνκηδεηλG1993 

νηηηλεοG3748 νινποG3650 νηθνποG3624 

αλαηξεπνπζηλG396 δηδαζθνληεοG1321 

αG3739 κεG3361 δεηG1163 αηζρξνπG150 

θεξδνποG2771 ραξηλG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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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G846) 先知 G4396 说 G2036 G5627 ：“革哩底

人 G2912 常 G104 说谎话 G5583 ，乃是恶 G2556 兽
G2342 ，又馋(G1064) 又懒 G692 。” 

  εηπελG2036 ηηοG5100 εμG1537 απησλG846 

ηδηνοG2398 απησλG846 πξνθεηεοG4396 

θξεηεοG2912 αεηG104 ςεπζηαηG5583 

θαθαG2556 ζεξηαG2342 γαζηεξεοG1064 

αξγαηG692  

13 这个 G3778 见证(G3588) G3141 是 G2076 G5748 真的
G227 。所以(G1223) (G3739) (G156) ，你要严严的
G664 责备 G1651 G5720 他们 G846 ，使(G2443) 他们

在 G1722 真道(G3588) (G4102) 上纯全无疵 G5198 

G5725 ， 

  εG3588 καξηπξηαG3141 απηεG3778 

εζηηλG2076 αιεζεοG227 δηG1223 ελG3739 

αηηηαλG156 ειεγρεG1651 απηνποG846 

απνηνκσοG664 ηλαG2443 πγηαηλσζηλG5198 

[ελ]G1722 ηεG3588 πηζηεηG4102  

14 不 G3361 听 G4337 G5723 犹太人 G2451 荒渺的言语
G3454 和 G2532 离弃 G654 G5734 真道(G3588) G225 之

人 G444 的诫命 G1785 。 

  κεG3361 πξνζερνληεοG4337 

ηνπδαηθνηοG2451 κπζνηοG3454 θαηG2532 

εληνιαηοG1785 αλζξσπσλG444 

απνζηξεθνκελσλG654 ηελG3588 

αιεζεηαλG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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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洁净(G3588) G2513 的人，凡物(G3956) 都洁净
G2513 ；(G1161) 在(G3588) 污秽 G3392 G5772 (G2532) 不

信 G571 的人，什么都不(G3762) 洁净 G2513 ，
(G235) 连(G2532) (G846) 心地(G3588) (G3563) 和 G2532 

天良(G3588) G4893 也都污秽 G3392 G5769 了。 

  παληαG3956 θαζαξαG2513 ηνηοG3588 

θαζαξνηοG2513 ηνηοG3588 δεG1161 

κεκηακκελνηοG3392 θαηG2532 απηζηνηοG571 

νπδελG3762 θαζαξνλG2513 αιιαG235 

κεκηαληαηG3392 απησλG846 θαηG2532 

νG3588 λνποG3563 θαηG2532 εG3588 

ζπλεηδεζηοG4893  

16 他们说是 G3670 G5719 认识 G1492 G5760 神 G2316 ，

行事(G3588) G2041 却 G1161 和他相背(G720) 

(G5736) ；本是 G5607 G5752 可憎恶的 G947 ，(G2532) 

是悖逆的 G545 ，(G2532) 在(G4314) 各样 G3956 善
G18 事(G2041) 上是可废弃的 G96 。 

  ζενλG2316 νκνινγνπζηλG3670 

εηδελαηG1492 ηνηοG3588 δεG1161 

εξγνηοG2041 αξλνπληαηG720 

βδειπθηνηG947 νληεοG5607 θαηG2532 

απεηζεηοG545 θαηG2532 πξνοG4314 

παλG3956 εξγνλG2041 αγαζνλG18 

αδνθηκνηG96  

  

第 2 章 

1 但 G1161 你 G4771 所讲 G2980 G5720 的(G3739) 总要

合乎 G4241 G5719 那 G3588 纯正 G5198 G5723 的道理
G1319 。 

  ζπG4771 δεG1161 ιαιεηG2980 αG3739 

πξεπεηG4241 ηεG3588 πγηαηλνπζεG519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2 劝老年人 G4246 要有(G1511) (G5750) 节制 G3524 、

端庄 G4586 、自守 G4998 ，在信心(G3588) G4102 、

爱心(G3588) G26 、忍耐(G3588) G5281 上都要纯全

无疵 G5198 G5723 。 

  πξεζβπηαοG4246 λεθαιηνποG3524 

εηλαηG1511 ζεκλνποG4586 ζσθξνλαοG4998 

πγηαηλνληαοG5198 ηεG3588 πηζηεηG4102 

ηεG3588 αγαπεG26 ηεG3588 ππνκνλεG5281  

3 又(G5615) 劝老年妇人 G4247 ，(G1722) 举止行动
G2688 要恭敬 G2412 ，不 G3361 说谗言 G1228 ，不
(G3366) 给酒(G4183) G3631 作奴仆 G1402 G5772 ，用

善道教训人 G2567 ， 

  πξεζβπηηδαοG4247 σζαπησοG5615 

ελG1722 θαηαζηεκαηηG2688 

ηεξνπξεπεηοG2412 κεG3361 

δηαβνινποG1228 κεδεG3366 νηλσG3631 

πνιισG4183 δεδνπισκελαοG1402 

θαινδηδαζθαινποG2567  

4 好 G2443 指教 G4994 G5725 少年妇人(G3588) 

G3501 ，(G1511) (G5750) 爱丈夫 G5362 ，爱儿女
G5388 ， 

  ηλαG2443 ζσθξνληδσζηλG4994 ηαοG3588 

λεαοG3501 θηιαλδξνποG5362 εηλαηG1511 

θηινηεθλνποG5388  

5 谨守 G4998 ，贞洁 G53 ，料理家务 G3626 ，待人

有恩(G18) ，顺服 G5293 G5746 自己的 G2398 丈夫
(G3588) G435 ，免得 G2443 G3361 神(G3588) G2316 的

道理(G3588) G3056 被毁谤 G987 G5747 。 

  ζσθξνλαοG4998 αγλαοG53 

νηθνπξγνποG3626 αγαζαοG18 

ππνηαζζνκελαοG5293 ηνηοG3588 

ηδηνηοG2398 αλδξαζηλG435 ηλαG2443 

κεG3361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βιαζθεκεηαηG987  

6 又(G5615) 劝 G3870 G5720 少年人(G3588) G3501 要谨

守 G4993 G5721 。 
  ηνποG3588 λεσηεξνποG3501 

σζαπησοG5615 παξαθαιεηG3870 

ζσθξνλεηλG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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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自己 G4572 (G4012) 凡事 G3956 要显出 G3930 

G5734 善 G2570 行 G2041 的榜样 G5179 ；在 G1722 

教训(G3588) G1319 上要正直 G90 、端庄 G4587 ， 

  πεξηG4012 παληαG3956 ζεαπηνλG4572 

παξερνκελνοG3930 ηππνλG5179 

θαισλG2570 εξγσλG2041 ελG1722 ηεG3588 

δηδαζθαιηαG1319 αθζνξηαλG90 

ζεκλνηεηαG4587  

8 言语 G3056 纯全 G5199 ，无可指责 G176 ，叫
G2443 那(G3588) 反对的人(G1537) G1727 ，既(G2192) 

(G5723) 无处 G3367 可说 G3004 G5721 (G4012) 我们的
G2257 不是 G5337 ，便自觉羞愧 G1788 G5652 。 

  ινγνλG3056 πγηεG5199 

αθαηαγλσζηνλG176 ηλαG2443 νG3588 

εμG1537 ελαληηαοG1727 εληξαπεG1788 

κεδελG3367 ερσλG2192 ιεγεηλG3004 

πεξηG4012 εκσλG2257 θαπινλG5337  

9 劝仆人 G1401 要顺服 G5293 G5733 自己的 G2398 主

人 G1203 ，(G1722) 凡事 G3956 讨他的喜欢 G2101 

(G1511) (G5750) ，不 G3361 可顶撞 G483 G5723 他， 

  δνπινποG1401 ηδηνηοG2398 

δεζπνηαηοG1203 ππνηαζζεζζαηG5293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επαξεζηνποG2101 

εηλαηG1511 κεG3361 αληηιεγνληαοG483  

10 不可 G3361 私拿东西 G3557 G5734 ；要(G235) 显为
G1731 G5734 (G3956) (G18) 忠诚 G4102 ，以致 G2443 凡

事(G1722) G3956 尊荣 G2885 G5725 我们 G2257 (G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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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κεG3361 λνζθηδνκελνποG3557 αιιαG235 

παζαλG3956 πηζηηλG4102 

ελδεηθλπκελνποG1731 αγαζελG18 

ηλαG2443 ηελG3588 δηδαζθαιηαλG1319 

ηελG3588 ηνπG3588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ζενπG2316 θνζκσζηλG2885 

ελG1722 παζηλG3956  

11 因为 G1063 神(G3588) G2316 救 G4992 众 G3956 人
G444 的恩典(G3588) G5485 已经显明 G2014 G5648 出

来， 

  επεθαλεG2014 γαξG1063 εG3588 

ραξηοG5485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ζσηεξηνοG4992 παζηλG3956 

αλζξσπνηοG444  

12 教训 G3811 G5723 我们 G2248 (G2443) 除去(G720) 

(G5666) 不敬虔(G3588) G763 的心和 G2532 世俗的
(G3588) G2886 情欲 G1939 ，在 G1722 今 G3568 世
(G3588) G165 自守 G4996 、(G2532) 公义 G1346 、
(G2532) 敬虔 G2153 度日 G2198 G5661 ， 

  παηδεπνπζαG3811 εκαοG2248 ηλαG2443 

αξλεζακελνηG720 ηελG3588 αζεβεηαλG763 

θαηG2532 ηαοG3588 θνζκηθαοG2886 

επηζπκηαοG1939 ζσθξνλσοG4996 

θαηG2532 δηθαησοG1346 θαηG2532 

επζεβσοG2153 δεζσκελG2198 ελG1722 

ησG3588 λπλG3568 αησληG165  

13 等候 G4327 G5740 所盼望 G1680 的福(G3588) 

G3107 ，并 G2532 等候至大的 G3173 神(G3588) G2316 

和 G2532 我们 G2257 〔或作：神─我们〕救主
G4990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荣耀(G3588) G1391 

显现 G2015 。 

  πξνζδερνκελνηG4327 ηελG3588 

καθαξηαλG3107 ειπηδαG1680 θαηG2532 

επηθαλεηαλG2015 ηεοG3588 δνμεοG1391 

ηνπG3588 κεγαινπG3173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ρξηζηνπG5547 ηεζνπG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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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G3739) 为 G5228 我们 G2257 舍了 G1325 G5656 自

己 G1438 ，要(G2443) 赎 G3084 G5672 我们 G2248 脱

离(G575) 一切 G3956 罪恶 G458 ，又 G2532 洁净
G2511 G5661 我们，特作(G4041) 自己的(G1438) 子民
G2992 ，热心 G2207 为善 G2570 (G2041) 。 

  νοG3739 εδσθελG1325 εαπηνλG1438 

ππεξG5228 εκσλG2257 ηλαG2443 

ιπηξσζεηαηG3084 εκαοG2248 απνG575 

παζεοG3956 αλνκηαοG458 θαηG2532 

θαζαξηζεG2511 εαπησG1438 ιανλG2992 

πεξηνπζηνλG4041 δεισηελG2207 

θαισλG2570 εξγσλG2041  

15 这些事 G5023 你要讲明 G2980 G5720 ，(G2532) 劝戒
G3870 G5720 人，(G2532) 用 G3326 各等 G3956 权柄
G2003 责备 G1651 G5720 人；不可叫人(G3367) 轻看
G4065 G5720 你 G4675 。 

  ηαπηαG5023 ιαιεηG2980 θαηG2532 

παξαθαιεηG3870 θαηG2532 ειεγρεG1651 

κεηαG3326 παζεοG3956 επηηαγεοG2003 

κεδεηοG3367 ζνπG4675 

πεξηθξνλεηησG4065  

  

第 3 章 

1 你要提醒 G5279 G5720 众人(G846) ，叫他们顺服
G5293 G5733 作官的 G746 、掌权的 G1849 ，遵他

的命 G3980 G5721 ，预备 G2092 (G1511) (G5750) 行
(G4314) 各样的 G3956 善 G18 事(G2041) 。 

  ππνκηκλεζθεG5279 απηνποG846 

αξραηοG746 εμνπζηαηοG1849 

ππνηαζζεζζαηG5293 πεηζαξρεηλG3980 

πξνοG4314 παλG3956 εξγνλG2041 

αγαζνλG18 εηνηκνποG2092 εηλαηG1511  

2 不要(G3367) 毁谤 G987 G5721 ，不要争竞 G269 ，

总要(G1511) (G5750) 和平 G1933 ，向 G4314 众 G3956 

人 G444 大(G3956) 显 G1731 G5734 温柔 G4240 。 

  κεδελαG3367 βιαζθεκεηλG987 

ακαρνποG269 εηλαηG1511 επηεηθεηοG1933 

παζαλG3956 ελδεηθλπκελνποG1731 

πξαπηεηαG4240 πξνοG4314 παληαοG3956 

αλζξσπνποG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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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713 无知 G453 、悖逆 G545 、受迷惑 G4105 

G5746 、服事 G1398 G5723 各样 G4164 私欲 G1939 ，

和 G2532 宴乐 G2237 ，常存(G1236) (G5723) (G1722) 恶

毒 G2549 〔或作：阴毒〕(G2532) 嫉妒 G5355 的

心，是可恨的 G4767 ，又是彼此 G240 相恨 G3404 

G5723 。 

  εκελG1510 γαξG1063 πνηεG4218 θαηG2532 

εκεηοG2249 αλνεηνηG453 απεηζεηοG545 

πιαλσκελνηG4105 δνπιεπνληεοG1398 

επηζπκηαηοG1939 θαηG2532 εδνλαηοG2237 

πνηθηιαηοG4164 ελG1722 θαθηαG2549 

θαηG2532 θζνλσG5355 δηαγνληεοG1236 

ζηπγεηνηG4767 κηζνπληεοG3404 

αιιεινποG240  

4 但 G1161 到了神 G2316 ─我们 G2257 救主(G3588) 

G4990 的恩慈(G3588) G5544 和 G2532 他向人所施的

慈爱(G3588) G5363 显明 G2014 G5648 的时候
G3753 ， 

  νηεG3753 δεG1161 εG3588 ρξεζηνηεοG5544 

θαηG2532 εG3588 θηιαλζξσπηαG5363 

επεθαλεG2014 ηνπG3588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ζενπG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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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便救 G4982 G5656 了我们 G2248 ；并不是 G3756 

因 G1537 (G3739) 我们 G2249 自己所行 G4160 G5656 

的(G1722) 义 G1343 (G3588) (G2041) ，乃是 G235 照
G2596 他的 G846 怜悯(G3588) G1656 ，借着 G1223 重

生 G3824 的洗 G3067 和 G2532 圣 G40 灵 G4151 的更

新 G342 。 

  νπθG3756 εμG1537 εξγσλG2041 ησλG3588 

ελG1722 δηθαηνζπλεG1343 αG3739 

επνηεζακελG4160 εκεηοG2249 αιιαG235 

θαηαG2596 ηνG3588 απηνπG846 ειενοG1656 

εζσζελG4982 εκαοG2248 δηαG1223 

ινπηξνπG3067 παιηγγελεζηαοG3824 

θαηG2532 αλαθαηλσζεσοG342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αγηνπG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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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 G1632 G5656 在我们 G2248 身上 G1909 的， 

  νπG3739 εμερεελG1632 εθG1909 εκαοG2248 

πινπζησοG4146 δηαG1223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ηνπG3588 ζσηεξνοG4990 

εκσλG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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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义 G1344 G5685 ，可以凭着 G2596 永 G166 生
G2222 的盼望 G1680 成为 G1096 G5638 后嗣 G2818 。

〔或作：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 

  ηλαG2443 δηθαησζεληεοG1344 ηεG3588 

εθεηλνπG1565 ραξηηηG5485 

θιεξνλνκνηG2818 γελεζσκελG1096 

θαηG2596 ειπηδαG1680 δσεοG2222 

αησληνπG166  

8 这 G3588 话 G3056 是可信的 G4103 。我也 G2532 愿
G1014 G5736 你 G4571 把(G4012) 这些 G5130 事切切

实实的讲明 G1226 G5738 ，使 G2443 那些 G3588 已

信 G4100 G5761 神 G2316 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

〔或作：留心 G5431 G5725 行(G4291) (G5733) 善
G2570 (G2041) 〕。这(G5023) 都是 G2076 G5748 美事
G2570 ，并且 G2532 与人(G3588) G444 有益 G5624 。 

  πηζηνοG4103 νG3588 ινγνοG3056 θαηG2532 

πεξηG4012 ηνπησλG5130 βνπινκαηG1014 

ζεG4571 δηαβεβαηνπζζαηG1226 ηλαG2443 

θξνληηδσζηλG5431 θαισλG2570 

εξγσλG2041 πξνηζηαζζαηG4291 νηG3588 

πεπηζηεπθνηεοG4100 ζεσG2316 

ηαπηαG5023 εζηηλG2076 θαιαG2570 θαηG2532 

σθειηκαG5624 ηνηοG3588 αλζξσπνηοG444  

9 
(G1161) 要远避 G4026 G5732 无知的 G3474 辩论
G2214 和 G2532 家谱 G1076 的空谈，以及 G2532 分

争 G2054 ，并 G2532 因律法而起(G3544) 的争竞
G3163 ，因为 G1063 这都是 G1526 G5748 虚妄 G3152 

(G2532) 无益 G512 的。 

  κσξαοG3474 δεG1161 δεηεζεηοG2214 

θαηG2532 γελεαινγηαοG1076 θαηG2532 

εξηλG2054 θαηG2532 καραοG3163 

λνκηθαοG3544 πεξηηζηαζνG4026 εηζηλG1526 

γαξG1063 αλσθειεηοG512 θαηG2532 

καηαηνηG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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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737 他。 

  αηξεηηθνλG141 αλζξσπνλG444 κεηαG3326 

κηαλG1520 θαηG2532 δεπηεξαλG1208 

λνπζεζηαλG3559 παξαηηνπG3868  

11 因为 G3754 知道 G1492 G5761 这 G3588 等人 G5108 

已经背道 G1612 G5769 ，(G2532) 犯了罪 G264 

G5719 ，自己明知不是(G5607) (G5752) (G843) ，还是

去做。 

  εηδσοG1492 νηηG3754 εμεζηξαπηαηG1612 

νG3588 ηνηνπηνοG5108 θαηG2532 

ακαξηαλεηG264 σλG5607 

απηνθαηαθξηηνοG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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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打发 G3992 G5692 亚提马 G734 或 G2228 是推基

古 G5190 到 G4314 你 G4571 那里去的时候 G3752 ，

你要赶紧 G4704 G5657 往 G1519 尼哥波立 G3533 去
G2064 G5629 G4314 见我 G3165 ，因为 G1063 我已经

定意 G2919 G5758 在那里 G1563 过冬 G3914 G5658 。 

  νηαλG3752 πεκςσG3992 αξηεκαλG734 

πξνοG4314 ζεG4571 εG2228 ηπρηθνλG5190 

ζπνπδαζνλG4704 ειζεηλG2064 πξνοG4314 

κεG3165 εηοG1519 ληθνπνιηλG3533 εθεηG1563 

γαξG1063 θεθξηθαG2919 

παξαρεηκαζαηG3914  

13 你要赶紧 G4709 给律师(G3588) G3544 西纳 G2211 和
G2532 亚波罗 G625 送行 G4311 G5657 ，叫 G2443 他

们 G846 没有 G3367 缺乏 G3007 G5725 。 

  δελαλG2211 ηνλG3588 λνκηθνλG3544 

θαηG2532 απνιισλG625 ζπνπδαησοG4709 

πξνπεκςνλG4311 ηλαG2443 κεδελG3367 

απηνηοG846 ιεηπεG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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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事业〔或作：要学习 G3129 G5720 行(G4291) 

(G5733) 善 G2570 (G2041) 〕，预备(G1519) 所需用
(G3588) G316 G5532 的，免得 G2443 G3361 不结果子
(G5600) (G5753) G175 。 

  καλζαλεησζαλG3129 δεG1161 θαηG2532 

νηG3588 εκεηεξνηG2251 θαισλG2570 

εξγσλG2041 πξνηζηαζζαηG4291 εηοG1519 

ηαοG3588 αλαγθαηαοG316 ρξεηαοG5532 

ηλαG2443 κεG3361 σζηλG5600 αθαξπνηG175  

15 同 G3326 我 G1700 在一处的人都(G3588) (G3956) 问
G782 G5736 你 G4571 安。请代问 G782 G5663 那些
G3588 因有(G1722) 信心 G4102 爱 G5368 G5723 我们
G2248 的人安。愿恩惠(G3588) G5485 常与 G3326 你

们 G5216 众人 G3956 同在！ 

  αζπαδνληαηG782 ζεG4571 νηG3588 κεηG3326 

εκνπG1700 παληεοG3956 αζπαζαηG782 

ηνποG3588 θηινπληαοG5368 εκαοG2248 

ελG1722 πηζηεηG4102 εG3588 ραξηοG5485 

κεηαG3326 παλησλG3956 πκσλG5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