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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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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仆人 G1401 ，(G1161) 雅各

的 G2385 弟兄 G80 犹大 G2455 ，写信给那 G3588 

被召 G2822 、在父 G3962 神 G2316 里 G1722 蒙爱
G25 G5772 、(G2532) 为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保守
G5083 G5772 的人。 

  ηνπδαο
G2455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δνπινοG1401 αδειθνοG80 δεG1161 

ηαθσβνπG2385 ηνηοG3588 ελG1722 ζεσG2316 

παηξηG3962 εγαπεκελνηοG25 θαηG2532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σG5547 

ηεηεξεκελνηοG5083 θιεηνηοG2822  

2 愿怜恤 G1656 、(G2532) 平安 G1515 、(G2532) 慈爱
G26 多多的加 G4129 G5684 给你们 G5213 。 

  ειενο
G1656 πκηλG5213 θαηG2532 εηξελεG1515 

θαηG2532 αγαπεG26 πιεζπλζεηεG4129  

3 亲爱的 G27 弟兄阿，我想 G4160 G5734 尽 G3956 心
(G4710) 写信 G1125 G5721 给你们 G5213 ，论 G4012 

我们 G2257 同得 G2839 救恩(G3588) G4991 的时候，

就 G2192 G5627 不得不 G318 写信 G1125 G5658 劝
G3870 G5723 你们 G5213 ，要为从前一次 G530 交付
G3860 G5685 圣徒(G3588) G40 的真道(G3588) (G4102) 竭

力的争辩 G1864 G5738 。 

  αγαπεηνη
G27 παζαλG3956 ζπνπδελG4710 

πνηνπκελνοG4160 γξαθεηλG1125 πκηλG5213 

πεξηG4012 ηεοG3588 θνηλεοG2839 

εκσλG2257 ζσηεξηαοG4991 αλαγθελG318 

εζρνλG2192 γξαςαηG1125 πκηλG5213 

παξαθαισλG3870 επαγσληδεζζαηG1864 

ηεG3588 απαμG530 παξαδνζεηζεG3860 

ηνηοG3588 αγηνηοG40 πηζηεηG4102  

4 因为 G1063 有些 G5100 人 G444 偷着进来 G3921 

G5656 ，就是自古 G3819 被定 G3588 G4270 G5772 受
G1519 (G5124) 刑罚(G3588) G2917 的，是不虔诚的
G765 ，将我们 G2257 神的 G3588 G2316 恩(G3588) 

G5485 变 G3346 G5723 作 G1519 放纵情欲 G766 的机

会，并且 G2532 不认 G720 G5740 独一的 G3441 主

宰(G3588) G1203 [雅伟]─我们〔或作和 G2532 我

们 G2257 〕主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 

  παξεηζεδπεζαλ
G3921 γαξG1063 ηηλεοG5100 

αλζξσπνηG444 νηG3588 παιαηG3819 

πξνγεγξακκελνηG4270 εηοG1519 

ηνπηνG5124 ηνG3588 θξηκαG2917 

αζεβεηοG765 ηελG3588 ηνπG3588 ζενπG2316 

εκσλG2257 ραξηηαG5485 

κεηαηηζεληεοG3346 εηοG1519 αζειγεηαλG766 

θαηG2532 ηνλG3588 κνλνλG3441 

δεζπνηελG1203 θαηG2532 θπξηνλ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λG2424 ρξηζηνλG5547 

αξλνπκελνηG720  

5 
(G3754) 从前主 G2962 [雅伟]救了 G4982 G5660 他的

百姓 G2992 出 G1537 埃及 G125 地 G1093 ，后来
(G3588) G1208 就把那些 G3588 不 G3361 信 G4100 

G5660 的灭绝了 G622 G5656 。这一切的事 G3956 ，

你们虽然都(G530) 知道 G1492 G5761 ，我却 G1161 

仍要 G1014 G5736 提醒 G5279 G5658 你们 G5209 。 

  ππνκλεζαη
G5279 δεG1161 πκαοG5209 

βνπινκαηG1014 εηδνηαοG1492 απαμG530 

παληαG3956 νηηG3754 θπξηνοG2962 

ιανλG2992 εθG1537 γεοG1093 αηγππηνπG125 

ζσζαοG4982 ηνG3588 δεπηεξνλG1208 

ηνποG3588 κεG3361 πηζηεπζαληαοG4100 

απσιεζελG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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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又 G5037 有(G3588) 不 G3361 守 G5083 G5660 本 G1438 

位(G3588) G746 、(G235) 离开 G620 G5631 自己 G2398 

住处(G3588) G3613 的天使 G32 ，主 G0 用锁炼
G1199 把他们永远 G126 拘留 G5083 G5758 在黑暗
G2217 里 G5259 ，等候 G1519 大 G3173 日 G2250 的审

判 G2920 。 

  αγγεινπο
G32 ηεG5037 ηνποG3588 κεG3361 

ηεξεζαληαοG5083 ηελG3588 εαπησλG1438 

αξρελG746 αιιαG235 απνιηπνληαοG620 

ηνG3588 ηδηνλG2398 νηθεηεξηνλG3613 

εηοG1519 θξηζηλG2920 κεγαιεοG3173 

εκεξαοG2250 δεζκνηοG1199 αηδηνηοG126 

ππνG5259 δνθνλG2217 ηεηεξεθελG5083  

7 又如 G5613 所多玛 G4670 、(G2532) 蛾摩拉 G1116 和
G2532 周围 G4012 (G846) 城邑(G3588) G4172 的人也照
G3664 他们 G5125 一味的(G3588) G5158 行淫 G1608 

G5660 ，(G2532) 随从 G565 G5631 G3694 逆性 G2087 的

情欲 G4561 ，就受 G5254 G5723 永 G166 火 G4442 的

刑罚 G1349 ，作为 G4295 G5736 鉴戒 G1164 。 

  σο
G5613 ζνδνκαG4670 θαηG2532 

γνκνξξαG1116 θαηG2532 αηG3588 πεξηG4012 

απηαοG846 πνιεηοG4172 ηνλG3588 

νκνηνλG3664 ηξνπνλG5158 ηνπηνηοG5125 

εθπνξλεπζαζαηG1608 θαηG2532 

απειζνπζαηG565 νπηζσG3694 

ζαξθνοG4561 εηεξαοG2087 

πξνθεηληαηG4295 δεηγκαG1164 ππξνοG4442 

αησληνπG166 δηθελG1349 ππερνπζαηG5254  

8 
(G3305) 这些 G3778 做梦 G1797 G5740 的人也 G2532 

像 G3668 (G3303) 他们污秽 G3392 G5719 身体
G4561 ，(G1161) 轻慢 G114 G5719 主治的 G2963 ，
(G1161) 毁谤 G987 G5719 在尊位的 G1391 。 

  νκνησο
G3668 κεληνηG3305 θαηG2532 

νπηνηG3778 ελππληαδνκελνηG1797 

ζαξθαG4561 κελG3303 κηαηλνπζηλG3392 

θπξηνηεηαG2963 δεG1161 αζεηνπζηλG114 

δνμαοG1391 δεG1161 βιαζθεκνπζηλG987  

9 
(G1161) 天使长(G3588) G743 米迦勒(G3588) G3413 为
G4012 摩西 G3475 的尸首(G3588) G4983 与魔鬼(G3588) 

G1228 争辩 G1256 G5711 (G1252) (G5734) 的时候
G3753 ，尚且不 G3756 敢 G5111 G5656 用 G2018 G5629 

毁谤的话 G988 罪责 G2920 它，只 G235 说 G2036 

G5627 ：“主 G2962 [雅伟]责备 G2008 G5659 你
G4671 罢！” 

  ν
G3588 δεG1161 κηραειG3413 νG3588 

αξραγγεινοG743 νηεG3753 ησG3588 

δηαβνισG1228 δηαθξηλνκελνοG1252 

δηειεγεηνG1256 πεξηG4012 ηνπG3588 

κσπζεσοG3475 ζσκαηνοG4983 νπθG3756 

εηνικεζελG5111 θξηζηλG2920 

επελεγθεηλG2018 βιαζθεκηαοG988 

αιιαG235 εηπελG2036 επηηηκεζαηG2008 

ζνηG4671 θπξηνοG2962  

10 但 G1161 这些人 G3778 毁谤 G987 G5719 他们所
(G3303) 不 G3756 知道 G1492 G5758 的 G3745 。(G1161) 

他们本性 G5447 所知道 G1987 G5736 的 G3745 事与

那 G3588 没有灵性的 G249 畜类 G2226 一样
G5613 ，在这事 G5125 上 G1722 竟败坏了 G5351 

G5743 自己。 

  νπηνη
G3778 δεG1161 νζαG3745 κελG3303 

νπθG3756 νηδαζηλG1492 

βιαζθεκνπζηλG987 νζαG3745 δεG1161 

θπζηθσοG5447 σοG5613 ηαG3588 αινγαG249 

δσαG2226 επηζηαληαηG1987 ελG1722 

ηνπηνηοG5125 θζεηξνληαηG5351  

11 他们 G846 有祸 G3759 了！因为 G3754 走了 G4198 

G5675 该隐(G3588) G2535 的道路(G3588) G3598 ，又
G2532 为利 G3408 往巴兰(G3588) G903 的错谬(G3588) 

G4106 里直奔 G1632 G5681 ，并 G2532 在可拉(G3588) 

G2879 的背叛(G3588) G485 中灭亡 G622 G5639 了。 

  νπαη
G3759 απηνηοG846 νηηG3754 ηεG3588 

νδσG3598 ηνπG3588 θαηλG2535 

επνξεπζεζαλG4198 θαηG2532 ηεG3588 

πιαλεG4106 ηνπG3588 βαιαακG903 

κηζζνπG3408 εμερπζεζαλG1632 θαηG2532 

ηεG3588 αληηινγηαG485 ηνπG3588 θνξεG2879 

απσινληνG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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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样的人(G3588) G3778 在你们的 G5216 爱席(G3588) 

G26 上 G1722 与你们同吃 G4910 G5740 的时候，正

是 G1526 G5748 礁石〔或作：玷污 G4694 〕。他

们作牧人，只知喂养 G4165 G5723 自己 G1438 ，

无所惧怕 G870 ；是没有雨的 G504 云彩 G3507 ，

被 G5259 风 G417 飘荡 G3911 G5746 ；是秋天 G5352 

没有果子的 G175 树 G1186 ，死 G599 G5631 而又
G1364 死，连根被拔 G1610 G5685 出来； 

  νπηνη
G3778 εηζηλG1526 νηG3588 ελG1722 

ηαηοG3588 αγαπαηοG26 πκσλG5216 

ζπηιαδεοG4694 ζπλεπσρνπκελνηG4910 

αθνβσοG870 εαπηνποG1438 

πνηκαηλνληεοG4165 λεθειαηG3507 

αλπδξνηG504 ππνG5259 αλεκσλG417 

παξαθεξνκελαηG3911 δελδξαG1186 

θζηλνπσξηλαG5352 αθαξπαG175 δηοG1364 

απνζαλνληαG599 εθξηδσζεληαG1610  

13 是海 G2281 里的狂 G66 浪 G2949 ，涌出自己 G1438 

可耻(G3588) G152 的沫子 G1890 G5723 来；是流荡

的 G4107 星 G792 ，有墨黑(G3588) G4655 的幽暗
(G3588) G2217 为他们 G3739 永远(G1519) G165 存留
G5083 G5769 。 

  θπκαηα
G2949 αγξηαG66 ζαιαζζεοG2281 

επαθξηδνληαG1890 ηαοG3588 εαπησλG1438 

αηζρπλαοG152 αζηεξεοG792 

πιαλεηαηG4107 νηοG3739 νG3588 δνθνοG2217 

ηνπG3588 ζθνηνποG4655 εηοG1519 

αησλαG165 ηεηεξεηαηG5083  

14 
(G1161) (G2532) 亚当 G76 的七 G1442 (G575) 世孙以诺
G1802 ，曾预言 G4395 G5656 这些人 G5125 说 G3004 

G5723 ：“看哪 G2400 G5628 ，主 G2962 [雅伟]带

着 G1722 他 G846 的千万 G3461 圣者 G40 降临 G2064 

G5627 ， 

  επξνθεηεπζελ
G4395 δεG1161 θαηG2532 

ηνπηνηοG5125 εβδνκνοG1442 απνG575 

αδακG76 ελσρG1802 ιεγσλG3004 ηδνπG2400 

ειζελG2064 θπξηνοG2962 ελG1722 αγηαηοG40 

κπξηαζηλG3461 απηνπG846  

15 要在 G2596 众人 G3956 身上行 G4160 G5658 审判
G2920 ，(G2532) 证实 G1651 G5658 那(G3588) 一切
G3956 不敬虔的人 G765 (G846) ，所(G4012) G3739 妄

行 G764 G5656 一切 G3956 不敬虔 G763 的事(G3588) 

G2041 ，又 G2532 证实(G4012) (G3956) 不敬虔 G765 之

罪人 G268 所 G3739 说 G2980 G5656 顶撞 G2596 他
G846 的刚愎(G3588) G4642 话。” 

  πνηεζαη
G4160 θξηζηλG2920 θαηαG2596 

παλησλG3956 θαηG2532 ειεγμαηG1651 

παληαοG3956 ηνποG3588 αζεβεηοG765 

πεξηG4012 παλησλG3956 ησλG3588 

εξγσλG2041 αζεβεηαοG763 απησλG846 

σλG3739 εζεβεζαλG764 θαηG2532 

πεξηG4012 παλησλG3956 ησλG3588 

ζθιεξσλG4642 σλG3739 ειαιεζαλG2980 

θαηG2596 απηνπG846 ακαξησινηG268 

αζεβεηοG765  

16 这些人 G3778 是 G1526 G5748 私下议论 G1113 ，常

发怨言 G3202 的，随从 G2596 自己的 G846 情欲
(G3588) G1939 而行 G4198 G5740 ，(G2532) (G846) 口
(G3588) G4750 中说 G2980 G5719 夸大的 G5246 话，为
G5484 得便宜 G5622 谄媚 G2296 G5723 人 G4383 。 

  νπηνη
G3778 εηζηλG1526 γνγγπζηαηG1113 

κεκςηκνηξνηG3202 θαηαG2596 ηαοG3588 

επηζπκηαοG1939 απησλG846 

πνξεπνκελνηG4198 θαηG2532 ηνG3588 

ζηνκαG4750 απησλG846 ιαιεηG2980 

ππεξνγθαG5246 ζαπκαδνληεοG2296 

πξνζσπαG4383 σθειεηαοG5622 

ραξηλG5484  

17 
(G1161) 亲爱的 G27 弟兄阿，你们 G5210 要记念
G3415 G5682 我们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之使徒(G3588) G652 从前所说 G5259 

(G3588) G4280 G5772 的话(G3588) G4487 。 

  πκεηο
G5210 δεG1161 αγαπεηνηG27 

κλεζζεηεG3415 ησλG3588 ξεκαησλG4487 

ησλG3588 πξνεηξεκελσλG4280 ππνG5259 

ησλG3588 απνζηνισλG652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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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3754) 他们曾对你们 G5213 说过 G3004 G5707 ，

“(G1909) 末 G2078 世 G5550 必有 G2071 G5704 好讥

诮的人 G1703 随从 G2596 自己 G1438 不敬虔(G3588) 

G763 的私欲(G3588) G1939 而行 G4198 G5740 。” 

  νηη
G3754 ειεγνλG3004 πκηλG5213 επG1909 

εζραηνπG2078 ρξνλνπG5550 εζνληαηG2071 

εκπαηθηαηG1703 θαηαG2596 ηαοG3588 

εαπησλG1438 επηζπκηαοG1939 

πνξεπνκελνηG4198 ησλG3588 

αζεβεησλG763  

19 这 G3778 就是 G1526 G5748 那些 G3588 引人结党
G592 G5723 、属乎血气 G5591 、没 G3361 有 G2192 

G5723 圣灵 G4151 的人。 

  νπηνη
G3778 εηζηλG1526 νηG3588 

απνδηνξηδνληεοG592 ςπρηθνηG5591 

πλεπκαG4151 κεG3361 ερνληεοG2192  

20 亲爱的 G27 弟兄阿，你们 G5210 却 G1161 要在
(G5216) 至圣 G40 的真道(G3588) (G4102) 上造就 G2026 

G5723 自己 G1438 ，在圣 G40 灵 G4151 里 G1722 祷

告 G4336 G5740 ， 

  πκεηο
G5210 δεG1161 αγαπεηνηG27 

επνηθνδνκνπληεοG2026 εαπηνποG1438 

ηεG3588 αγησηαηεG40 πκσλG5216 

πηζηεηG4102 ελG1722 πλεπκαηηG4151 

αγησG40 πξνζεπρνκελνηG4336  

21 保守 G5083 G5657 自己 G1438 常在神 G2316 的爱
G26 中 G1722 ，仰望(G4327) (G5740) 我们 G2257 主
(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的怜悯(G3588) 

G1656 ，直到 G1519 永 G166 生 G2222 。 

  εαπηνπο
G1438 ελG1722 αγαπεG26 

ζενπG2316 ηεξεζαηεG5083 

πξνζδερνκελνηG4327 ηνG3588 ειενοG1656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εηοG1519 

δσελG2222 αησληνλG166  

22 
(G2532) 有些人 G3739 存疑心 G1252 G5734 ，你们
(G3303) 要怜悯 G1653 G5720 他们； 

  θαη
G2532 νποG3739 κελG3303 ειεαηεG1653 

δηαθξηλνκελνποG1252 ζσδεηεG4982 

εθG1537 ππξνοG4442 αξπαδνληεοG726  

23 有些人你们要从 G1537 火 G4442 中抢出来 G726 

G5723 ，搭救 G4982 G5720 他们；(G1161) 有些人
G3739 你们要存 G1722 惧怕 G5401 的心怜悯 G1653 

他们，连 G2532 那被 G575 情欲(G3588) G4561 沾染
G4695 G5772 的衣服(G3588) G5509 也当厌恶 G3404 

G5723 。 

  νπο
G3739 δεG1161 ειεαηεG1653 ελG1722 

θνβσG5401 κηζνπληεοG3404 θαηG2532 

ηνλG3588 απνG575 ηεοG3588 ζαξθνοG4561 

εζπηισκελνλG4695 ρηησλαG5509  

24 
(G1161) 那 G3588 能 G1410 G5740 保守 G5442 G5658 你

们 G5209 不失脚 G679 、(G2532) 叫你们无瑕无疵
G299 、欢欢喜喜 G20 站 G2476 G5658 在 G1722 他
G846 荣耀 G1391 之前 G2714 的我们的 G2257 救主
G4990 ─独一的 G3441 神 G2316 ， 

  ησ
G3588 δεG1161 δπλακελσG1410 

θπιαμαηG5442 πκαοG5209 απηαηζηνποG679 

θαηG2532 ζηεζαηG2476 θαηελσπηνλG2714 

ηεοG3588 δνμεοG1391 απηνπG846 

ακσκνποG299 ελG1722 αγαιιηαζεηG20  

25 愿荣耀 G1391 、威严 G3172 、能力 G2904 、(G2532) 

权柄 G1849 ，因 G1223 我们的 G2257 主(G3588) G2962 

耶稣 G2424 基督 G5547 归与他，(G2532) 从万古
G3956 (G3588) G165 以前 G4253 并 G2532 现今 G3568 ，

直到 G1519 永永远远 G3956 (G3588) G165 。阿们
G281 。 

  κνλσ
G3441 ζεσG2316 ζσηεξηG4990 

εκσλG2257 δηαG1223 ηεζνπG2424 

ρξηζηνπG5547 ηνπG3588 θπξηνπG2962 

εκσλG2257 δνμαG1391 κεγαισζπλεG3172 

θξαηνοG2904 θαηG2532 εμνπζηαG1849 

πξνG4253 παληνοG3956 ηνπG3588 

αησλνοG165 θαηG2532 λπλG3568 θαηG2532 

εηοG1519 παληαοG3956 ηνποG3588 

αησλαοG165 ακελG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