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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圣经是犹太人的文献，成书前后历时一千五百多年。圣经是由四十位
不同的作者，在神的感动下，以当时通用的文字、语法书写而成的。
圣经包含两个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39 书卷）主要是用希伯来
文写的，新约（27 书卷）则是用希腊文写的。
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依据，我们需要认真、仔细地研读，好使我们的
信仰能有根有基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随着华人教会的发展，近数
十年来已有许多圣经中文译本诞生，但至今最普及的仍然是和合本。
为帮助信徒能更正确及有效地明白圣经，我们特意制作了一部附带原
文编号的和合本电子版圣经。这部电子版圣经做了以下的修订：
1 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中的神的名字是 （יהוהYHWH），原文编
号是 H3068（例：创 2:4）(H3069 是同字的变化型)。YHWH 的正
确读音为 Yahweh（雅伟）。和合本当年采用了错误的英语音译
Jehovah（耶和华），本修订版采用现今学者公认更正确的音译：
雅伟。

神的名字的缩写形式是 （יהYah，原文编号 H3050），也一律修
订为＂雅伟 H3050＂（例：出 15:2）。
2 原文含＂雅伟＂一字，却在和合本中未被译出，现以灰字 H0 及 [ ]
修正。例：我 H0 [雅伟 H3068]（原文含＂雅伟＂一 字，并无＂我＂
字，参看出 24:1）。
3 新约年代的犹太人因为避讳直称神的名字，就以＂主 G2962＂字来
代替神的名字。但希腊文＂主＂字用途广泛，除了指主雅伟神，也
可指主耶稣，亦可指奴隶的主人或位高权重的人。这就导致了信
徒无法区分主（耶稣）和神（雅伟），甚至产生将两者混为一谈
的乱象。故此，本修订版做了以下的修正：
凡以＂主 G2962＂意指雅伟的，现修订为＂主 G2962[雅伟]＂（例：
太 1:22）。
以＂主 G2962＂称呼耶稣的，除直接称＂主耶稣＂外（例：可
16:19），都一律修订为＂主* G2962＂（例：太 7:21）。
但凡指基督的＂主 G2962＂，都修订为＂主# G2962＂（例：太 22:43,
44, 45）。
若文意不明显，无法明确区分，可指主雅伟神或主耶稣，则不加
标示（例：太 21:3）。
无原文支持的＂主＂字，则标示为灰字 ＂主 G0＂（例：太 2:12,
22）。
若指人、主人、财主等，则不加标示（例：太 6:24；10:24）。
4 和合本 1919 年出版，参考了 1885 出版的英文译本 Revised
Version（简称 RV，或称 English Revised Version【ERV】），并
以当时最新编辑的 Westcott-Hort 1881（简称 WH）作为翻译新
约的希腊文文本（text type）。

英文钦译本（King James Version，KJV 1611）是采用了＂公认文
本＂（Textus Receptus TR 1550、Beza 1588 等，简称 TR）作为
翻译新约的希腊文文本。WH 和 TR 是属于不同体系的希腊文文本，
两者有出入和差异是在所难免的。简单地说，WH 与 TR 是文本编
者根据不同的希腊文手抄本辑录而成的（已知的希腊文手抄本共
有 5800 本之多）。
WH 与 TR 的差异，导致和合本与钦译本产生诸多的差异。现今网
上所流传附带着原文编号的和合本新约，都是直接把英语钦译本
的编号导入其中，并没有经过全面校对，结果导致多处文字与编
号不能吻合。所以网上流传的版本是不适合用来作严谨的词字查
考（word study）之用。
WH 是当今最可靠的 Nestle-Aland（NA28）2012 文本的前身，
可说是已经功成身退，但因为它跟和合本的关系密切，应给予重
视。我们现在提供的附带原文编号、文法编码的和合本就是参照
WH 修订的。希望这个修订版本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可靠的原文和
翻译的对照，并借用原文编号作为词字查考的查经平台，以补充
中文翻译上的缺欠。
至于旧约，我们是以 Westminster Leningrad Codex（LC）作为
修订的参考。
原文编号是源自史特朗（James Strong）1890 年出版的《史特
朗经文汇编》。史特朗按原文字根逐字排序，并配上编号：希伯
来文由 H1-H8674，希腊文由 G1-G5624。之后有学者再附加
H8675-H8853 及 G5625-G5942 作为原文动词的文法分析
（Tense Voice & Mood【TVM】）编码。
5 鉴于中文与圣经原文上存有文法差异，许多原文无法翻译出来，
有些则被意译，这些原文编号现以 ( ) 标示（例：太 4:13 拿撒勒
(G3588) G3478
）。

没有原文编号的中文词字，是中文圣经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使文意
通顺而加上的。
6 凡指女性的，及拟人化下的＂他＂一律改为＂她＂字（例：太
1:19）。
7 凡不是指人的，一律采用＂它＂字（例：太 5:13）。
8 本 2017 年修订目前发布三套电子书(pdf)：
♦ 纯文字：
旧、新约汉英对照：和合本(雅伟版)对照英语 Lexham English
Bible © 2012（LEB）；
LEB 经文中含有大量翻译资料，以 {Note: …}显示；其中为使文意通
顺而加上的词字，他们以[ ]显示。
汉语方面我们并没有对和合本进行修订删改，唯对相关雅伟名
字若需补充注明，会以灰字或[ ] 显示 (例：代上 29:21）。
♦ 附原文编号（1）：
新约 汉语/希腊语对照：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希腊语
Westcott-Hort (WH)。
旧约 汉语/希伯来语对照：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希伯来语
Leningrad Codex (LC)。
都附带原文编号、原文编码以作比较。
♦ 附原文编号（2）:
和合本(雅伟版) 对照英语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
2009 (HCSB)。
HCSB 也在经文中含带大量翻译资料。处理方式与上述 LEB 相
同。

9 我们提供 LEB 及 HCSB 有 3 个因素：
(1) 它们都是近代英语版本；新约都是采用最近期编纂的希腊文版
本，与 WH 屬同一文本。LEB 采用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BL edition (SBLGNT)，HSCB 采用 the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27 edition (NA27)。
(2) 二者都在旧约文中采用 Yahweh(雅伟)。使用数量分别是 LEB-5776 节， HCSB--451 节，对比雅伟版--5929 节。使用的数
量不同，反映出翻译原则上的差异。这是近代英语圣经重要出
版商所開的先河。显示出教会意识到圣经应把神的名字阐明的
重要性。
(3) 经文中含带大量翻译、串珠资料，我们提供只作参考用途，并
不代表我们认同他们的立场或意见。读者需要细心思考。

若有反馈或发现错误，请电邮 yahwehdehua@gmail.com。特此感谢
曾参与文字校对、提供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弟兄姐妹及众教牧同工。

孙树民
2017 年 6 月 28 日

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 119: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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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仆人 G1401 和 G2532 使徒
G652
的西门 G4613 彼得 G4074 ，写信给那因 G1722
我们的 G2257 神(G3588) G2316 和 G2532 〔有古卷没
有和字〕救主 G4990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之义
G1343
，与我们 G2254 同得(G3588) G2975 G5631 一样
宝贵 G2472 信心 G4102 的人。

ζηκσλG4613 πεηξνοG4074 δνπινοG1401
θαηG2532 απνζηνινοG65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ηνηοG3588 ηζνηηκνλG2472
εκηλG2254 ιαρνπζηλG2975 πηζηηλG4102
ελG1722 δηθαηνζπλεG1343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ζσηεξνοG4990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2

愿恩惠 G5485 、(G2532) 平安 G1515 ，因 G1722 你们
认识 G1922 神(G3588) G2316 和 G2532 我们 G2257 主
(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多多的 G4129 G5684 加给
你们 G5213 。

ραξηοG5485 πκηλG5213 θαηG2532 εηξελεG1515
πιεζπλζεηεG4129 ελG1722 επηγλσζεηG1922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θαηG2532 ηεζνπG2424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3

神(G846) 的神 G2304 能(G3588) G1411 已将 G5613 一切
G3956 (G3588)
关乎 G4314 生命 G2222 和 G2532 虔敬
G2150
的 G3588 事赐给 G1433 G5772 我们 G2254 ，皆
因 G1223 我们认识(G3588) G1922 那用 G1223 自己荣
耀 G1391 和 G2532 美德 G703 召 G2564 G5660 我们
G2248
的主 G0 。

σοG5613 παληαG3956 εκηλG2254 ηεοG3588
ζεηαοG2304 δπλακεσοG1411 απηνπG846
ηαG3588 πξνοG4314 δσελG2222 θαηG2532
επζεβεηαλG2150 δεδσξεκελεοG1433
δηαG1223 ηεοG3588 επηγλσζεσοG1922
ηνπG3588 θαιεζαληνοG2564 εκαοG2248
δηαG1223 δνμεοG1391 θαηG2532 αξεηεοG703

4

因 G1223 此 G3739 ，他已将又宝贵 G5093 又 G2532
极大 G3173 的应许(G3588) G1862 赐给 G1433 G5769 我
们 G2254 ，叫 G2443 (G1223) (G5130) 我们既脱离
G668 G5631
世(G3588) G2889 上 G1722 从情欲 G1939 来
G1722
的败坏(G3588) G5356 ，就得 G1096 G5638 与神
G2304
的性情 G5449 有分 G2844 。

δηG1223 σλG3739 ηαG3588 ηηκηαG5093 θαηG2532
κεγηζηαG3173 εκηλG2254
επαγγεικαηαG1862 δεδσξεηαηG1433
ηλαG2443 δηαG1223 ηνπησλG5130
γελεζζεG1096 ζεηαοG2304 θνηλσλνηG2844
θπζεσοG5449 απνθπγνληεοG668 ηεοG3588
ελG1722 ησG3588 θνζκσG2889 ελG1722
επηζπκηαG1939 θζνξαοG5356

5

(G2532) (G1161)

正 G846 因这 G5124 缘故，你们要分
外地(G3956) G3923 G5660 殷勤 G4710 ；(G5216) 有了
信心(G3588) G4102 ，又要加 G2023 G5657 上(G1722)
德行(G3588) G703 ；(G1161) 有了德行(G3588) G703 ，
又要加上(G1722) 知识(G3588) G1108 ；

θαηG2532 απηνG846 ηνπηνG5124 δεG1161
ζπνπδελG4710 παζαλG3956
παξεηζελεγθαληεοG3923
επηρνξεγεζαηεG2023 ελG1722 ηεG3588
πηζηεηG4102 πκσλG5216 ηελG3588
αξεηελG703 ελG1722 δεG1161 ηεG3588
αξεηεG703 ηελG3588 γλσζηλG1108

6

(G1161)

ελG1722 δεG1161 ηεG3588 γλσζεηG1108
ηελG3588 εγθξαηεηαλG1466 ελG1722 δεG1161
ηεG3588 εγθξαηεηαG1466 ηελG3588
ππνκνλελG5281 ελG1722 δεG1161 ηεG3588
ππνκνλεG5281 ηελG3588 επζεβεηαλG2150

有了知识(G3588) G1108 ，又要加上(G1722)
节制(G3588) G1466 ；(G1161) 有了节制(G3588)
G1466
，又要加上(G1722) 忍耐(G3588) G5281 ；
(G1161)
有了忍耐(G3588) G5281 ，又要加上(G1722)
虔敬(G3588) G2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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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1161)

有了虔敬(G3588) G2150 ，又要加上(G1722)
爱弟兄的心(G3588) G5360 ；(G1161) 有了爱弟兄的
心(G3588) G5360 ，又要加上 G1722 爱众人的心
(G3588) G26
；

ελG1722 δεG1161 ηεG3588 επζεβεηαG2150
ηελG3588 θηιαδειθηαλG5360 ελG1722
δεG1161 ηεG3588 θηιαδειθηαG5360 ηελG3588
αγαπελG26

8

你们 G5213 若 G1063 充充足足的 G4121 G5723 (G2532)
有 G5225 G5723 这几样 G5023 ，就必使 G2525 G5719
你们在认识(G3588) G1922 我们的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上 G1519 不至于 G3756
闲懒 G692 不结果子(G3761) G175 了。

ηαπηαG5023 γαξG1063 πκηλG5213
ππαξρνληαG5225 θαηG2532
πιενλαδνληαG4121 νπθG3756 αξγνποG692
νπδεG3761 αθαξπνποG175
θαζηζηεζηλG2525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επηγλσζηλG1922

9

人(G3739) 若 G1063 没 G3361 有 G3918 G5748 这几样
G5023
，就是 G2076 G5748 眼瞎 G5185 ，只看见近
处的 G3467 G5723 ，忘了 G3024 他 G846 旧日的
G3819
罪(G3588) G266 已经得了 G2983 G5631 洁净
(G3588) G2512
。

σG3739 γαξG1063 κεG3361 παξεζηηλG3918
ηαπηαG5023 ηπθινοG5185 εζηηλG2076
κπσπαδσλG3467 ιεζελG3024 ιαβσλG2983
ηνπG3588 θαζαξηζκνπG2512 ησλG3588
παιαηG3819 απηνπG846 ακαξηησλG266

G1352
弟兄们 G80 ，应当更加 G3123 殷勤
10 所以
G4704 G5657
，使 G4160 G5733 你们 G5216 所蒙的
(G3588)
恩召 G2821 和 G2532 拣选 G1589 坚定不移
G949
。你们若 G1063 行 G4160 G5723 这几样
G5023
，就永不 G3756 G3361 G4218 失脚 G4417
G5661
。

δηνG1352 καιινλG3123 αδειθνηG80
ζπνπδαζαηεG4704 βεβαηαλG949
πκσλG5216 ηελG3588 θιεζηλG2821 θαηG2532
εθινγελG1589 πνηεηζζαηG4160 ηαπηαG5023
γαξG1063 πνηνπληεοG4160 νπG3756 κεG3361
πηαηζεηεG4417 πνηεG4218

11

(G1063)

这样 G3779 ，必叫你们 G5213 丰丰富富的
G4146
得以(G2023) (G5701) 进入(G3588) G1529 G1519 我
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G2532) 救主 G4990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永远的 G166 (G3588) 国 G932 。

νπησοG3779 γαξG1063 πινπζησοG4146
επηρνξεγεζεζεηαηG2023 πκηλG5213 εG3588
εηζνδνοG1529 εηοG1519 ηελG3588
αησληνλG166 βαζηιεηαλG932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ζσηεξνοG4990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12

(G1352)

你们虽然 G2539 晓得 G1492 G5761 这些事，
并且 G2532 在你们已有的 G3918 G5752 真道(G3588)
G225
上 G1722 坚固 G4741 G5772 ，我却 G3195 要将
G4012
这些事 G5130 常常 G104 提醒 G5279 G5721 你
们 G5209 。

δηνG1352 κειιεζσG3195 αεηG104 πκαοG5209
ππνκηκλεζθεηλG5279 πεξηG4012
ηνπησλG5130 θαηπεξG2539 εηδνηαοG1492
θαηG2532 εζηεξηγκελνποG4741 ελG1722
ηεG3588 παξνπζεG3918 αιεζεηαG225

13

(G1161)

δηθαηνλG1342 δεG1161 εγνπκαηG2233
εθG1909 νζνλG3745 εηκηG1510 ελG1722
ηνπησG5129 ησG3588 ζθελσκαηηG4638
δηεγεηξεηλG1326 πκαοG5209 ελG1722
ππνκλεζεηG5280

我以为 G2233 G5736 应当趁 G1342 (G1909)
(G3745)
我还在 G1510 G5748 这 G5129 帐棚(G3588)
G4638
的时候(G1722) 提醒 G5280 你们，(G1722) 激发
G1326 G5721
你们 G5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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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754
知道 G1492 G5761 我 G3450 脱离(G3588)
14 因为
G595
这 G3588 帐棚 G4638 的时候(G2076) (G5748) 快到
了 G5031 ，正 G2532 如 G2531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所指示 G1213 G5656 我
G3427
的。

εηδσοG1492 νηηG3754 ηαρηλεG5031
εζηηλG2076 εG3588 απνζεζηοG595 ηνπG3588
ζθελσκαηνοG4638 κνπG3450 θαζσοG2531
θαηG2532 νG3588 θπξηνο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οG2424 ρξηζηνοG5547
εδεισζελG1213 κνηG3427

G1161 G2532
，我要尽心竭力 G4704 G5692 ，
15 并且
使 G4160 G5733 你们 G5209 (G2192) (G5721) 在我 G1699
去世(G3588) G1841 以后 G3326 时常 G1539 记念
(G3588) G3420
这些事 G5130 。

ζπνπδαζσG4704 δεG1161 θαηG2532
εθαζηνηεG1539 ερεηλG2192 πκαοG5209
κεηαG3326 ηελG3588 εκελG1699
εμνδνλG1841 ηελG3588 ηνπησλG5130
κλεκελG3420 πνηεηζζαηG4160

16

(G1063)

我们从前将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大能 G1411 和 G2532 他降临
G3952
的事(G3588) 告诉 G1107 G5656 你们 G5213 ，并
不是 G3756 随从 G1811 G5660 乖巧捏造 G4679 G5772
的虚言 G3454 ，乃 G235 是 G1096 G5679 亲眼见过
G2030
他的 G1565 威荣(G3588) G3168 。

νπG3756 γαξG1063 ζεζνθηζκελνηοG4679
κπζνηοG3454 εμαθνινπζεζαληεοG1811
εγλσξηζακελG1107 πκηλG5213 ηελG3588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δπλακηλG1411
θαηG2532 παξνπζηαλG3952 αιιG235
επνπηαηG2030 γελεζεληεοG1096 ηεοG3588
εθεηλνπG1565 κεγαιεηνηεηνοG3168

17

(G1063)

他从 G3844 父 G3962 神 G2316 得 G2983 G5631
尊贵 G5092 (G2532) 荣耀 G1391 的时候，从极大
G3169
荣光(G3588) G1391 之中 G5259 有(G5107) 声音
G5456
出来 G5342 G5685 ，向他 G846 说：“这
G3778
是 G2076 G5748 我的 G3450 爱(G3588) G27 子
(G3588) G5207
，(G3450) 我 G1473 所喜悦 G2106 G5656
(G1519)
的(G3739) 。”

ιαβσλG2983 γαξG1063 παξαG3844
ζενπG2316 παηξνοG3962 ηηκελG5092
θαηG2532 δνμαλG1391 θσλεοG5456
ελερζεηζεοG5342 απησG846 ηνηαζδεG5107
ππνG5259 ηεοG3588 κεγαινπξεπνποG3169
δνμεοG1391 νG3588 πηνοG5207 κνπG3450
νG3588 αγαπεηνοG27 κνπG3450 νπηνοG3778
εζηηλG2076 εηοG1519 νλG3739 εγσG1473
επδνθεζαG2106

18

(G2532)

θαηG2532 ηαπηελG3778 ηελG3588
θσλελG5456 εκεηοG2249 εθνπζακελG191
εμG1537 νπξαλνπG3772 ελερζεηζαλG5342
ζπλG4862 απησG846 νληεοG5607 ελG1722
ησG3588 αγησG40 νξεηG3735

我们 G2249 (G5607) (G5752) 同 G4862 他 G846 在
圣 G40 山(G3588) G3735 的时候 G1722 ，亲自听见
G191 G5656
这 G3778 声音(G3588) G5456 从 G1537 天上
G3772
出来 G5342 G5685 。

G2532
有 G2192 G5719 先知 G4397 更确的
19 我们并
G949
预言(G3588) G3056 ，如同 G5613 灯 G3088 照
G5316 G5730
在 G1722 暗 G850 处 G5117 。你们在这
G3739
预言上留意 G4337 G5723 ，直等到 G2193
G3739
天发亮 G2250 G1306 G5661 ，(G2532) 晨星 G5459
在你们 G5216 心(G3588) G2588 里 G1722 出现 G393
G5661
的时候，才是 G4160 G5719 好的 G2573 。

20

(G5124)

第一 G4412 要紧的，(G3754) 该知道 G1097
G5723
经上 G1124 所有 G3956 的预言 G4394 没有
G3756
可 G1096 G5736 随私意 G2398 解说 G1955 的；

彼得后书 第 1 章

θαηG2532 ερνκελG2192 βεβαηνηεξνλG949
ηνλG3588 πξνθεηηθνλG4397 ινγνλG3056
σG3739 θαισοG2573 πνηεηηεG4160
πξνζερνληεοG4337 σοG5613 ιπρλσG3088
θαηλνληηG5316 ελG1722 απρκεξσG850
ηνπσG5117 εσοG2193 νπG3739 εκεξαG2250
δηαπγαζεG1306 θαηG2532 θσζθνξνοG5459
αλαηεηιεG393 ελG1722 ηαηοG3588
θαξδηαηοG2588 πκσλG5216
ηνπηνG5124 πξσηνλG4412
γηλσζθνληεοG1097 νηηG3754 παζαG3956
πξνθεηεηαG4394 γξαθεοG1124 ηδηαοG2398
επηιπζεσοG1955 νπG3756 γηλεηαηG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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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63
预言 G4394 从来 G4218 没有 G3756 出于
21 因为
G5342 G5681
人 G444 意 G2307 的，乃是 G235 人 G444
被 G5259 圣 G40 灵 G4151 感动 G5342 G5746 ，说出
G2980 G5656
神 G2316 的话来。

νπG3756 γαξG1063 ζειεκαηηG2307
αλζξσπνπG444 ελερζεG5342
πξνθεηεηαG4394 πνηεG4218 αιιαG235
ππνG5259 πλεπκαηνοG4151 αγηνπG40
θεξνκελνηG5342 ειαιεζαλG2980 απνG575
ζενπG2316 αλζξσπνηG444

第2章
1

(G1161)

从前(G2532) 在百姓(G3588) G2992 中 G1722 有
G1096 G5633
假先知 G5578 起来，(G5613) 将来在你
们 G5213 中间 G1722 也 G2532 必有 G2071 G5704 假师
傅 G5572 ，(G3748) 私自引进 G3919 G5692 陷害 G684
人的异端 G139 ，(G2532) 连买 G59 G5660 他们 G846
的主(G3588) G1203 [雅伟]他们也不承认 G720
G5740
，自 G1438 取 G1863 G5723 速速的 G5031 灭亡
G684
。

εγελνληνG1096 δεG1161 θαηG2532
ςεπδνπξνθεηαηG5578 ελG1722 ησG3588
ιασG2992 σοG5613 θαηG2532 ελG1722
πκηλG5213 εζνληαηG2071
ςεπδνδηδαζθαινηG5572 νηηηλεοG3748
παξεηζαμνπζηλG3919 αηξεζεηοG139
απσιεηαοG684 θαηG2532 ηνλG3588
αγνξαζαληαG59 απηνποG846
δεζπνηελG1203 αξλνπκελνηG720
επαγνληεοG1863 εαπηνηοG1438
ηαρηλελG5031 απσιεηαλG684

2

(G2532)

将有许多人 G4183 随从 G1811 G5692 他们
G846
邪淫(G3588) G766 的行为，便叫真(G3588) G225
道(G3588) G3598 因他们 G3739 的缘故 G1223 被毁谤
G987 G5701
。

θαηG2532 πνιινηG4183
εμαθνινπζεζνπζηλG1811 απησλG846
ηαηοG3588 αζειγεηαηοG766 δηG1223 νποG3739
εG3588 νδνοG3598 ηεοG3588 αιεζεηαοG225
βιαζθεκεζεζεηαηG987

3

(G2532)

他们因有(G1722) 贪心 G4124 ，要用捏造的
G4112
言语 G3056 在你们 G5209 身上取利 G1710
G5695
。他们的 G3739 刑罚(G3588) G2917 ，自古以
来 G1597 并不 G3756 迟延 G691 G5719 ；(G2532) 他们
的 G846 灭亡(G3588) G684 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
不 G3756 打盹 G3573 G5719 〕。

θαηG2532 ελG1722 πιενλεμηαG4124
πιαζηνηοG4112 ινγνηοG3056 πκαοG5209
εκπνξεπζνληαηG1710 νηοG3739 ηνG3588
θξηκαG2917 εθπαιαηG1597 νπθG3756
αξγεηG691 θαηG2532 εG3588 απσιεηαG684
απησλG846 νπG3756 λπζηαδεηG3573

4

就是(G1063) G1487 天使 G32 犯了罪 G264 G5660 ，神
(G3588) G2316
也没有 G3756 宽容 G5339 G5662 ，(G235)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G5020 G5660 ，交 G3860 G5656
在黑暗 G2217 坑(G4577) 中(G1519) ，等候(G5083)
(G5772)
审判 G2920 。

εηG1487 γαξG1063 νG3588 ζενοG2316
αγγεισλG32 ακαξηεζαλησλG264
νπθG3756 εθεηζαηνG5339 αιιαG235
ζεηξνηοG4577 δνθνπG2217
ηαξηαξσζαοG5020 παξεδσθελG3860
εηοG1519 θξηζηλG2920 ηεξνπκελνποG5083

5

神也 G2532 没有 G3756 宽容 G5339 G5662 上古的
G744
世代 G2889 ，曾叫洪水 G2627 临到 G1863
G5660
那不敬虔的 G765 世代 G2889 ，却 G235 保护
了 G5442 G5656 传 G2783 义 G1343 道的挪亚 G3575 一
家八 G3590 口。

θαηG2532 αξραηνπG744 θνζκνπG2889
νπθG3756 εθεηζαηνG5339 αιιαG235
νγδννλG3590 λσεG3575 δηθαηνζπλεοG1343
θεξπθαG2783 εθπιαμελG5442
θαηαθιπζκνλG2627 θνζκσG2889
αζεβσλG765 επαμαοG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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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又 G2532 判定 G2632 G5656 所多玛 G4670 、(G2532)
蛾摩拉 G1116 ，将二城 G4172 倾覆，焚烧成灰
G5077 G5660
，作为 G5087 G5761 后世(G3195) (G5723)
不敬虔人 G765 G5721 的鉴戒 G5262 ；

θαηG2532 πνιεηοG4172 ζνδνκσλG4670
θαηG2532 γνκνξξαοG1116 ηεθξσζαοG5077
θαηεθξηλελG2632 ππνδεηγκαG5262
κειινλησλG3195 αζεβεζηλG765
ηεζεηθσοG5087

7

只 G2532 搭救了 G4506 G5673 那常为 G5259 恶人
(G3588) G113 (G1722)
淫 G766 行(G3588) G391 忧伤 G2669
G5746
的义人 G1342 罗得 G3091 。

θαηG2532 δηθαηνλG1342 ισηG3091
θαηαπνλνπκελνλG2669 ππνG5259 ηεοG3588
ησλG3588 αζεζκσλG113 ελG1722
αζειγεηαG766 αλαζηξνθεοG391
εξξπζαηνG4506

8

〔因为 G1063 那义人 G1342 住 G1460 G5723 在他们
G846
中间 G1722 ，看见 G990 (G2532) 听见 G189 他
们不法 G459 的事 G2041 ，他的义 G1342 心 G5590
就天天 G2250 G1537 G2250 伤痛 G928 G5707 。〕

βιεκκαηηG990 γαξG1063 θαηG2532 αθνεG189
δηθαηνοG1342 εγθαηνηθσλG1460 ελG1722
απηνηοG846 εκεξαλG2250 εμG1537
εκεξαοG2250 ςπρελG5590 δηθαηαλG1342
αλνκνηοG459 εξγνηοG2041 εβαζαληδελG928

9

主 G2962 [雅伟]知道 G1492 G5758 搭救 G4506 G5738
敬虔的人 G2152 脱离 G1537 试探 G3986 ，(G1161) 把
不义 G94 的人留 G5083 G5721 在刑罚 G2849 G5746 之
下 G1519 ，等候审判 G2920 的日子 G2250 。

νηδελG1492 θπξηνοG2962 επζεβεηοG2152
εθG1537 πεηξαζκνπG3986 ξπεζζαηG4506
αδηθνποG94 δεG1161 εηοG1519 εκεξαλG2250
θξηζεσοG2920 θνιαδνκελνποG2849
ηεξεηλG5083

10

(G1161)

καιηζηαG3122 δεG1161 ηνποG3588
νπηζσG3694 ζαξθνοG4561 ελG1722
επηζπκηαG1939 κηαζκνπG3394
πνξεπνκελνποG4198 θαηG2532
θπξηνηεηνοG2963 θαηαθξνλνπληαοG2706
ηνικεηαηG5113 απζαδεηοG829 δνμαοG1391
νπG3756 ηξεκνπζηλG5141
βιαζθεκνπληεοG987

那些(G3588) 随 G4198 G5740 G3694 肉身
G4561
、纵(G1722) 污秽的 G3394 情欲 G1939 、
(G2532)
轻慢 G2706 G5723 主治 G2963 之人的，更是
G3122
如此。他们胆大 G5113 任性 G829 ，毁谤
G987 G5723
在尊位的 G1391 ，也不 G3756 知惧怕
G5141 G5719
。

G3699
天使 G32 ，虽然(G5607) (G5752) 力量
11 就是
G2479 (G2532)
权能 G1411 更大 G3173 ，还不 G3756
用 G5342 G5719 毁谤的话 G989 在主 G2962 [雅伟]
面前 G3844 告 G2920 (G2596) 他们 G846 。

νπνπG3699 αγγεινηG32 ηζρπηG2479 θαηG2532
δπλακεηG1411 κεηδνλεοG3173 νληεοG5607
νπG3756 θεξνπζηλG5342 θαηG2596
απησλG846 [παξαG3844 θπξησ]G2962
βιαζθεκνλG989 θξηζηλG2920

G1161
这些 G3778 人好像 G5613 没有灵性
12 但
G249
，生来 G1080 G5772 就是 G5446 畜类 G2226 ，
以 G1519 备捉拿 G259 (G2532) 宰杀的(G3588) G5356 。
他们毁谤 G987 G5723 所(G1722) 不晓得 G50 G5719 的
事(G3739) ，正在 G1722 败坏 G5356 人的时候，
(G2532)
自己 G846 必遭遇败坏 G5351 G5691 。

νπηνηG3778 δεG1161 σοG5613 αινγαG249
δσαG2226 γεγελλεκελαG1080 θπζηθαG5446
εηοG1519 αισζηλG259 θαηG2532
θζνξαλG5356 ελG1722 νηοG3739
αγλννπζηλG50 βιαζθεκνπληεοG987
ελG1722 ηεG3588 θζνξαG5356 απησλG846
θαηG2532 θζαξεζνληαηG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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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1
，就得了不义的 G93 工价 G3408 。
13 行的不义
这些人喜爱 G2233 G5740 G2237 (G1722) 白昼 G2250 宴
乐(G3588) G5172 ，他们已被玷污 G4696 ，又有
G2532
瑕疵 G3470 ，正与你们 G5213 一同坐席
G4910 G5740
，就以 G1722 自己的 G846 诡诈(G3588)
G539
为快乐 G1792 G5723 。

αδηθνπκελνηG91 κηζζνλG3408 αδηθηαοG93
εδνλελG2237 εγνπκελνηG2233 ηελG3588
ελG1722 εκεξαG2250 ηξπθελG5172
ζπηινηG4696 θαηG2532 κσκνηG3470
εληξπθσληεοG1792 ελG1722 ηαηοG3588
απαηαηοG539 απησλG846
ζπλεπσρνπκελνηG4910 πκηλG5213

G3324
眼 G3788 是 G2192 G5723 淫色〔原文
14 他们满
是淫妇 G3428 〕，(G2532) 止不住 G180 犯罪
G266
，引诱 G1185 G5723 那心不坚固的 G793 人
G5590
，心中 G2588 (G2192) (G5723) 习惯了 G1128
G5772
贪婪 G4124 ，正是被咒诅的 G2671 种类
G5043
。

νθζαικνποG3788 ερνληεοG2192
κεζηνποG3324 κνηραιηδνοG3428 θαηG2532
αθαηαπαζηνποG180 ακαξηηαοG266
δειεαδνληεοG1185 ςπραοG5590
αζηεξηθηνποG793 θαξδηαλG2588
γεγπκλαζκελελG1128 πιενλεμηαοG4124
ερνληεοG2192 θαηαξαοG2671 ηεθλαG5043

G2641 G5631
正 G2117 路 G3598 ，就走差
15 他们离弃
了 G4105 G5681 ，随从 G1811 G5660 比珥(G3588) G1007
之子巴兰(G3588) G903 的路(G3588) G3598 。巴兰就
是那 G3739 贪爱 G25 G5656 不义 G93 之工价 G3408
的先知，

θαηαιεηπνληεοG2641 επζεηαλG2117
νδνλG3598 επιαλεζεζαλG4105
εμαθνινπζεζαληεοG1811 ηεG3588
νδσG3598 ηνπG3588 βαιαακG903 ηνπG3588
βεσξG1007 νοG3739 κηζζνλG3408
αδηθηαοG93 εγαπεζελG25

G1161
为自己的 G2398 过犯 G3892 受了 G2192
16 他却
G5627
责备 G1649 ；那不能说话的 G880 驴 G5268
以 G1722 人 G444 言 G5456 (G5350) (G5674) 拦阻 G2967
G5656
先知(G3588) G4396 的狂妄(G3588) G3913 。

ειεγμηλG1649 δεG1161 εζρελG2192
ηδηαοG2398 παξαλνκηαοG3892
ππνδπγηνλG5268 αθσλνλG880 ελG1722
αλζξσπνπG444 θσλεG5456
θζεγμακελνλG5350 εθσιπζελG2967
ηελG3588 ηνπG3588 πξνθεηνπG4396
παξαθξνληαλG3913

G3778
人是 G1526 G5748 无水 G504 的井
17 这些
G4077
，(G2532) 是(G5259) 狂风 G2978 催逼 G1643
G5746
的雾气 G3507 ，有墨黑(G3588) G4655 的幽暗
(G3588) G2217
为他们 G3739 存留 G5083 G5769 。

νπηνηG3778 εηζηλG1526 πεγαηG4077
αλπδξνηG504 θαηG2532 νκηριαηG3507
ππνG5259 ιαηιαπνοG2978
ειαπλνκελαηG1643 νηοG3739 νG3588
δνθνοG2217 ηνπG3588 ζθνηνποG4655
ηεηεξεηαηG5083

18

(G1063)

他们说 G5350 G5726 虚妄 G3153 矜夸的大话
G5246
，用 G1722 肉身的 G4561 情欲 G1939 和邪淫
的事 G766 引诱 G1185 G5719 那些(G3588) 刚才 G3641
脱离 G668 G5631 (G1722) 妄 G4106 行(G3588) G390 G5746
的人。

G1861 G5740
人(G846) 得以自由 G1657 ，
19 他们应许
自己 G846 却作 G5225 G5723 败坏(G3588) G5356 的奴
仆 G1401 ，因为 G1063 人 G5100 被谁 G3739 制伏
G2274 G5766
就是谁(G5129) 的奴仆 G1402 G5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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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πεξνγθαG5246 γαξG1063
καηαηνηεηνοG3153 θζεγγνκελνηG5350
δειεαδνπζηλG1185 ελG1722
επηζπκηαηοG1939 ζαξθνοG4561
αζειγεηαηοG766 ηνποG3588 νιηγσοG3641
απνθεπγνληαοG668 ηνποG3588 ελG1722
πιαλεG4106 αλαζηξεθνκελνποG390
ειεπζεξηαλG1657 απηνηοG846
επαγγειινκελνηG1861 απηνηG846
δνπινηG1401 ππαξρνληεοG5225 ηεοG3588
θζνξαοG5356 σG3739 γαξG1063 ηηοG5100
εηηεηαηG2274 ηνπησG5129
δεδνπισηαηG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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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1063)

倘若 G1487 他们因 G1722 认识 G1922 主
(G3588) G2962
─(G2532) 救主 G4990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得以脱离 G668 G5631 世上(G3588) G2889 的
污秽(G3588) G3393 ，后来又 G3825 在其中 G5125 被
缠住 G1707 G5651 、(G1161) (G1096) (G5754) 制伏 G2274
G5736
，他们 G846 末后(G3588) G2078 的景况就比
先前(G3588) G4413 更不好了 G5501 。

εηG1487 γαξG1063 απνθπγνληεοG668
ηαG3588 κηαζκαηαG3393 ηνπG3588
θνζκνπG2889 ελG1722 επηγλσζεηG1922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θαηG2532
ζσηεξνοG4990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ηνπηνηοG5125 δεG1161 παιηλG3825
εκπιαθεληεοG1707 εηησληαηG2274
γεγνλελG1096 απηνηοG846 ηαG3588
εζραηαG2078 ρεηξνλαG5501 ησλG3588
πξσησλG4413

21

(G1063)

θξεηηηνλG2909 γαξG1063 ελG2258
απηνηοG846 κεG3361 επεγλσθελαηG1921
ηελG3588 νδνλG3598 ηεοG3588
δηθαηνζπλεοG1343 εG2228 επηγλνπζηλG1921
ππνζηξεςαηG5290 εθG1537 ηεοG3588
παξαδνζεηζεοG3860 απηνηοG846 αγηαοG40
εληνιεοG1785

他们 G846 晓得 G1921 G5631 义(G3588) G1343
路(G3588) G3598 ，竟背弃了 G5290 G5658 (G1537) 传
给(G3588) G3860 G5685 他们 G846 的圣 G40 命
G1785
，(G2228) 倒不如 G2258 G5713 不 G3361 晓得
G1921 G5760
为妙 G2909 。

(G3588) G3942
说得真不错(G3588) G227 ：狗
22 俗语
G2965
所吐的(G3588) G1829 ，它 G2398 转过来 G1994
G5660 G1909
又吃；(G2532) 猪 G5300 洗净了 G3068
G5671
又回到 G1519 泥里 G1004 去辊 G2946 ；这话
在他们 G846 身上正合式 G4819 G5758 。

ζπκβεβεθελG4819 απηνηοG846 ηνG3588
ηεοG3588 αιεζνποG227 παξνηκηαοG3942
θπσλG2965 επηζηξεςαοG1994 επηG1909
ηνG3588 ηδηνλG2398 εμεξακαG1829 θαηG2532
ποG5300 ινπζακελεG3068 εηοG1519
θπιηζκνλG2946 βνξβνξνπG1004

第3章
1

亲爱的 G27 弟兄阿，我现在 G2235 写 G1125 G5719
给你们 G5213 的(G3778) 是第二封 G1208 信 G1992 。
这两封(G1722) (G3739) 都是(G1722) 提醒 G5280 你
们，激发 G1326 G5719 你们 G5216 诚实的 G1506 心
(G3588) G1271
，

ηαπηελG3778 εδεG2235 αγαπεηνηG27
δεπηεξαλG1208 πκηλG5213 γξαθσG1125
επηζηνιελG1992 ελG1722 αηοG3739
δηεγεηξσG1326 πκσλG5216 ελG1722
ππνκλεζεηG5280 ηελG3588 εηιηθξηλεG1506
δηαλνηαλG1271

2

叫你们记念 G3415 G5683 (G5259) 圣 G40 先知(G3588)
G4396
预先 G4280 G5772 所说的话(G3588) G4487 和
G2532
主(G3588) G2962 (G2532) 救主 G4990 的命令
(G3588) G1785
，就是使徒(G3588) G652 所传给你们
G5216
的。

κλεζζελαηG3415 ησλG3588
πξνεηξεκελσλG4280 ξεκαησλG4487
ππνG5259 ησλG3588 αγησλG40
πξνθεησλG4396 θαηG2532 ηεοG3588
ησλG3588 απνζηνισλG652 πκσλG5216
εληνιεοG1785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θαηG2532 ζσηεξνοG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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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5124)

第一 G4412 要紧的，该知道 G1097 G5723 在
G1909
末 G2078 世(G3588) G2250 必有 G2064 G5695
(G3754)
好讥诮的人 G1703 随从 G2596 (G846) 自己的
G2398
私欲(G3588) G1939 (G1722) 出来 G4198 G5740 讥
诮 G1701 (G2532) 说 G3004 G5723 ：

ηνπηνG5124 πξσηνλG4412
γηλσζθνληεοG1097 νηηG3754
ειεπζνληαηG2064 επG1909 εζραησλG2078
ησλG3588 εκεξσλG2250 ελG1722
εκπαηγκνλεG1701 εκπαηθηαηG1703
θαηαG2596 ηαοG3588 ηδηαοG2398
επηζπκηαοG1939 απησλG846
πνξεπνκελνηG4198

4

“主(G846) 要降临(G3588) G3952 的应许 G3588 G1860
在那里 G4226 G2076 G5748 呢？因为 G1063 从 G575
G3739
列祖(G3588) G3962 睡了 G2837 G5681 以来，万
物 G3956 与(G575) 起初 G746 创造 G2937 的时候仍
是 G1265 G5719 一样 G3779 。”

θαηG2532 ιεγνληεοG3004 πνπG4226
εζηηλG2076 εG3588 επαγγειηαG1860
ηεοG3588 παξνπζηαοG3952 απηνπG846
αθG575 εοG3739 γαξG1063 νηG3588
παηεξεοG3962 εθνηκεζεζαλG2837
παληαG3956 νπησοG3779 δηακελεηG1265
απG575 αξρεοG746 θηηζεσοG2937

5

(G1063) (G5124)

他们 G846 故意 G2309 G5723 忘记
G2990 G5719
，从太古 G1597 ，凭(G3754) 神(G3588)
G2316
的命(G3588) G3056 有了 G2258 G5713 天
G3772
，并 G2532 从 G1537 水 G5204 而出 G4921
G5761
、(G2532) 借 G1223 水 G5204 而成的地
G1093
。

ιαλζαλεηG2990 γαξG1063 απηνποG846
ηνπηνG5124 ζεινληαοG2309 νηηG3754
νπξαλνηG3772 εζαλG2258 εθπαιαηG1597
θαηG2532 γεG1093 εμG1537 πδαηνοG5204
θαηG2532 δηG1223 πδαηνοG5204
ζπλεζησζαG4921 ησG3588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ινγσG3056

6

故 G1223 此 G3739 ，当时的(G5119) 世界(G3588)
G2889
被水 G5204 淹没 G2626 G5685 就消灭了 G622
G5639
。

δηG1223 σλG3739 νG3588 ηνηεG5119
θνζκνοG2889 πδαηηG5204
θαηαθιπζζεηοG2626 απσιεηνG622

7

但 G1161 现在的 G3568 天(G3588) G3772 (G2532) 地
(G3588) G1093
还是 G1526 G5748 凭着那 G846 命(G3588)
G3056
存留 G2343 G5772 ，直留 G5083 G5746 到 G1519
不敬虔 G765 之人(G3588) G444 受审判 G2920 (G2532)
遭沉沦 G684 的日子 G2250 ，用火 G4442 焚烧。

νηG3588 δεG1161 λπλG3568 νπξαλνηG3772
θαηG2532 εG3588 γεG1093 ησG3588 απησG846
ινγσG3056 ηεζεζαπξηζκελνηG2343
εηζηλG1526 ππξηG4442 ηεξνπκελνηG5083
εηοG1519 εκεξαλG2250 θξηζεσοG2920
θαηG2532 απσιεηαοG684 ησλG3588
αζεβσλG765 αλζξσπσλG444

8

(G1161)

亲爱的 G27 弟兄阿，有一件 G1520 事
G5124
你们 G5209 不可 G3361 忘记 G2990 G5720 ，就
是 G3754 主 G2962 [雅伟]看 G3844 一 G1520 日
G2250
如 G5613 千 G5507 年 G2094 ，(G2532) 千 G5507
年 G2094 如 G5613 一 G1520 日 G2250 。

ελG1520 δεG1161 ηνπηνG5124 κεG3361
ιαλζαλεησG2990 πκαοG5209 αγαπεηνηG27
νηηG3754 κηαG1520 εκεξαG2250 παξαG3844
θπξησG2962 σοG5613 ρηιηαG5507 εηεG2094
θαηG2532 ρηιηαG5507 εηεG2094 σοG5613
εκεξαG2250 κηαG1520

9

主 G2962 [雅伟]所应许(G3588) G1860 的尚未成
就，(G5613) 有人 G5100 以为 G2233 G5736 他是耽延
G1022
，其实不是 G3756 耽延 G1019 G5719 ，乃是
G235
宽容 G3114 G5719 (G1519) 你们 G5209 ，不 G3361
愿 G1014 G5740 有一人 G5100 沉沦 G622 G5641 ，乃
G235
愿人人 G3956 都(G5562) (G5658) (G1519) 悔改
G3341
。

νπG3756 βξαδπλεηG1019 θπξηνοG2962
ηεοG3588 επαγγειηαοG1860 σοG5613
ηηλεοG5100 βξαδπηεηαG1022 εγνπληαηG2233
αιιαG235 καθξνζπκεηG3114 εηοG1519
πκαοG5209 κεG3361 βνπινκελνοG1014
ηηλαοG5100 απνιεζζαηG622 αιιαG235
παληαοG3956 εηοG1519 κεηαλνηαλG3341
ρσξεζαηG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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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61
主 G2962 的日子 G2250 要像 G5613 贼
10 但
G2812
来到 G2240 G5692 一样。(G1722) 那(G3588)
日，天(G3588) G3772 必大有响声 G4500 废去 G3928
G5695
，(G1161) 有形质的 G4747 都要被烈火 G2741
G5746
销化 G3089 G5701 ，地 G1093 和 G2532 (G2532)
其 G846 上 G1722 的物(G3588) G2041 都要烧尽了
G2147
。

εμεηG2240 δεG1161 εκεξαG2250 θπξηνπG2962
σοG5613 θιεπηεοG2812 ελG1722 εG3588
νηG3588 νπξαλνηG3772 ξνηδεδνλG4500
παξειεπζνληαηG3928 ζηνηρεηαG4747
δεG1161 θαπζνπκελαG2741
ιπζεζεηαηG3089 θαηG2532 γεG1093 θαηG2532
ηαG3588 ελG1722 απηεG846 εξγαG2041
επξεζεζεηαηG2147

G5130
一切 G3956 既然都要如此 G3779 销化
11 这
G3089 G5746
，你们 G5209 为人 G5225 G5721 G391 该
当 G1163 G5748 怎样 G4217 (G1722) 圣洁 G40 ，(G2532)
怎样敬虔 G2150 ，

ηνπησλG5130 νπησοG3779 παλησλG3956
ιπνκελσλG3089 πνηαπνποG4217 δεηG1163
ππαξρεηλG5225 [πκαο]G5209 ελG1722
αγηαηοG40 αλαζηξνθαηοG391 θαηG2532
επζεβεηαηοG2150

G4692 G5723 (G2532)
仰望 G4328 G5723 神(G3588)
12 切切
G2316
的日子(G3588) G2250 来到(G3588) G3952 。在
G1223
那 G3739 日，天 G3772 被火烧 G4448 G5746 就
销化了 G3089 G5701 ，(G2532) 有形质的 G4747 都要
被烈火 G2741 G5746 镕化 G5080 G5743 。

πξνζδνθσληαοG4328 θαηG2532
ζπεπδνληαοG4692 ηελG3588
παξνπζηαλG3952 ηεοG3588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κεξαοG2250 δηG1223 ελG3739
νπξαλνηG3772 ππξνπκελνηG4448
ιπζεζνληαηG3089 θαηG2532 ζηνηρεηαG4747
θαπζνπκελαG2741 ηεθεηαηG5080

G1161
我们照 G2596 他的 G846 应许(G3588)
13 但
G1862
，盼望 G4328 G5719 新 G2537 天 G3772 (G2532)
新 G2537 地 G1093 ，有义 G1343 居 G2730 G5719 在其
G3739
中 G1722 。

θαηλνποG2537 δεG1161 νπξαλνποG3772
θαηG2532 γελG1093 θαηλελG2537 θαηαG2596
ηνG3588 επαγγεικαG1862 απηνπG846
πξνζδνθσκελG4328 ελG1722 νηοG3739
δηθαηνζπλεG1343 θαηνηθεηG2730

14

(G1352)

亲爱的 G27 弟兄阿，你们既盼望 G4328
G5723
这些 G5023 事，就当殷勤 G4704 G5657 ，使
自己没有玷污 G784 ，(G2532) 无可指摘 G298 ，安
然 G1722 G1515 见 G2147 G5683 主(G846) ；

G2532
要以 G2233 G5737 我 G2257 主(G3588)
15 并且
G2962
长久忍耐(G3588) G3115 为得救 G4991 的因
由，就如 G2531 我们 G2257 所亲爱的 G27 兄弟
(G3588) G80
保罗 G3972 ，(G2532) 照着 G2596 所赐给
G1325 G5685
他 G846 的智慧(G3588) G4678 写了 G1125
G5656
信给你们 G5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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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ηνG1352 αγαπεηνηG27 ηαπηαG5023
πξνζδνθσληεοG4328 ζπνπδαζαηεG4704
αζπηινηG784 θαηG2532 ακσκεηνηG298
απησG846 επξεζελαηG2147 ελG1722
εηξελεG1515
θαηG2532 ηελG3588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καθξνζπκηαλG3115
ζσηεξηαλG4991 εγεηζζεG2233 θαζσοG2531
θαηG2532 νG3588 αγαπεηνοG27 εκσλG2257
αδειθνοG80 παπινοG3972 θαηαG2596
ηελG3588 δνζεηζαλG1325 απησG846
ζνθηαλG4678 εγξαςελG1125 πκηλG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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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G1722) (G846) 一切的 G3956 信 G1992 上
G1722
也 G2532 都是讲论 G2980 G5723 (G4012) 这事
G5130
。信(G3739) 中 G1722 (G2076) (G5748) 有些 G5100
难明白的 G1425 ，那 G3739 (G3588) 无学问 G261 、
(G2532)
不坚固 G793 的人强解 G4761 G5719 ，如
G5613 (G2532)
强解别的 G3062 经书(G3588) G1124 一
样，就 G4314 自(G3588) G2398 G846 取沉沦 G684 。

σοG5613 θαηG2532 ελG1722 παζαηοG3956
επηζηνιαηοG1992 ιαισλG2980 ελG1722
απηαηοG846 πεξηG4012 ηνπησλG5130 ελG1722
αηοG3739 εζηηλG2076 δπζλνεηαG1425
ηηλαG5100 αG3739 νηG3588 ακαζεηοG261
θαηG2532 αζηεξηθηνηG793
ζηξεβινπζηλG4761 σοG5613 θαηG2532
ηαοG3588 ινηπαοG3062 γξαθαοG1124
πξνοG4314 ηελG3588 ηδηαλG2398 απησλG846
απσιεηαλG684

G27
弟兄阿，你们 G5210 既然 G3767 预先
17 亲爱的
知道 G4267 G5723 这事，就当防备 G5442 G5732 ，
恐怕 G2443 (G3361) 被恶人(G3588) G113 的错谬(G3588)
G4106
诱惑 G4879 G5685 ，就从自己 G2398 坚固的
G4740
地步上坠落 G1601 G5632 。

πκεηοG5210 νπλG3767 αγαπεηνηG27
πξνγηλσζθνληεοG4267 θπιαζζεζζεG5442
ηλαG2443 κεG3361 ηεG3588 ησλG3588
αζεζκσλG113 πιαλεG4106
ζπλαπαρζεληεοG4879 εθπεζεηεG1601
ηνπG3588 ηδηνπG2398 ζηεξηγκνπG4740

G1161
在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救
18 你们却要
主(G2532) G4990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恩典 G5485
和 G2532 知识 G1108 上 G1722 有长进 G837 G5720 。
愿荣耀(G3588) G1391 归给他 G846 ，从(G2532) 今
G3568 (G2532)
直到 G1519 永远 G165 G2250 。阿们！

απμαλεηεG837 δεG1161 ελG1722 ραξηηηG5485
θαηG2532 γλσζεηG1108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θαηG2532
ζσηεξνοG4990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απησG846 εG3588 δνμαG1391 θαηG2532
λπλG3568 θαηG2532 εηοG1519 εκεξαλG2250
αησλνοG165

16

(G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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