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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书目

通用字词

信实本采用中英文书目简称如目录所
示。例如创世记、中文简称(创)、英文
简称 (Gen)

信实本为便于阅读,将不常用之古字
词以通用同意字词取代:如
豫言/豫备/豫兆/豫先/豫表/豫像:
(更改成)预言/预备/预兆/预先/预
表/预像.辊:滚.蹧蹋:糟塌.喇:啦.哑
吧:哑巴.赀财:资财.题:提.

双行旁注
新旧约正文以双行排版。新约书中、常
有引旧约书中的话、或申明上文、或证
实句中的本意、或彰显古时的预言、已
得应验.每遇此话、加以双引号、用旁注
*
指明出于何书何章何节。
原文注释
信实本为忠于原文、特将原文载于注
释中、以便读者对照参考. 如下例:
Gen 15:5-6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

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
数得过来么．又对他说、你的
后裔将要如此、并且他要信耶
和华、他也要以此为他的义。a
Gal 2:16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

律法的功b、乃是因耶稣基督的
信实c、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
稣、使我们因基督的信实d称
义、不因律法的功称义．因为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律法
的功称义。

a Gen 15:5-6 又对他说... .hq*d`x= w{L h*b#v=j=Y~w~ hw`hyB^ /m!
a$h#w+ .;u#r+z~ hy\h=y] hK) w{l rm#aY{w~ Heb.: and he said
unto him: So shall be thy seed, who believed in the
LORD; and he counted it to him (thy seed) for righteousness. (/m!a$h#w+ believed is the perfect with waw
consecutive which shall be attached to what precedes
in close relation, that is, ;u#r+z~ thy seed.) 和合本译作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参看
Gen 22:16, Exo 32:13, Heb 6:13
b Gal 2:16 因律法的功 ejx e[rgwn novmou 和合本译
作因行律法; 下同.
c Gal 2:16 耶稣基督的信实 pivstew" jIhsou'
Cristou' 和合本译作信耶稣基督
d Gal 2:16 基督的信实 pivstew" Cristou' 和合本
译作信基督

标点凡例
书中的圈点是要将意思更显明所用的
诸点式都摆列如下
凡一句而意思不全的就用尖点、
凡一气而意思不全的就用圆点．
凡一气或数气而意思已全的就用小
圈。
凡引证话就前后加引号‘
’
凡申明话就前后加括弧（
）
凡原文解释或作另译或古卷遗文就前
后加方括弧〔
〕
每逢字底有小点式指明原文没有此
字。
串珠索引
信实本串珠版亦于旁注中提供串珠索
引、以便读者参考、以经解经。
创世纪元
注解中有 AM 表示从创世以来的年
数. AM 是拉丁文 Anno Mundi 的缩
写. 王上 6:38 AM 3155 之后的年份为
估算年份仅供参考.
新约翻译
新约中 ejkklhsiva (如:太 16:18):希腊
原文作会众,一群人,和合本译作教
会,其意思与旧约希伯来文中的会众
(lh*q)(如:申 31:30)同意;为忠于原文
并贯穿新旧约,信实本将新约中
ejkklhsiva 翻成会众。

旧约圣经
Holy Bible (Chinese Faith Version 信实本)
2002-08-05 [start of 1st draft], 2003-07-02, 2004-06-11, 2004-07-26, 2004-10-26, 2005-1-8 (Job), 2005-3-5
(Zec, Mal), 2005-3-12 (Hag), 2005-3-25 (Psm), 2005-4-22 (Pro), 2005-5-4 (Ecc), 2005-5-9 (Son), 2005-06-20
(Gen 11:10), 2005-07-10 (Gen 1:21, Job 7:12, Psm 74:13, 148:7) , 2005-07-23 (Isa), 2005-8-1 (Zep), 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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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创) Gen

第一章
1:1
神a创造b天c地。
西 1:16
d
*
Gen 1:2 然而地却成了 空虚混沌 ． 启 4:11
渊面黑暗．于是 神的灵e运行 1:2*
耶 4:23
在水f面上。
赛 24:3
g
赛 45:18
Gen 1:3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来 11:3
Gen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
1:3
诗 33:9
分开了。
Gen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1:5
5:5
*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帖前
*但 8:26
Gen 1:6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穹苍
1:6
h
创 7:11
、将水分为上下。
赛 40:22
Gen 1:7 神就造出穹苍、将穹苍以
下的水、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 1:8*
诗 19:1
结 1:22
事就这样成了。
*
Gen 1:8 神称穹苍 为天．有晚上、 1:21*
赛 27:1
有早晨、是第二日。
Gen 1: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
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
了。
Gen 1:10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
处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1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
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
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2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
Gen 1:1 起初

a Gen 1:1 神原文 <yh!Oa$ 作复数名词，下同．
b Gen 1:1 创造原文 ar`B* 作单数阳性完成式动词．
c Gen 1:1 天原文 <y]m^V*h^ 诸天作复数名词，下同．
d Gen 1:2 然而..) ht*y+h* Jr\a*h*w+ 和合本译作地是
e Gen 1:2 于是. <yh!Oa$ j~Wrw+ 和合本译作神的灵
f Gen 1:2 水原文 .<y]M*h^ 诸水作复数名词，下同．
g Gen 1:3 说原文 rm#a 作单数阳性不完成式动词．

i Gen 1:14 天上... <y]m^V*h^ u~yq]r+B! tr)a)m= yh!y+
原文作天上的扩张体中要有光体, 参看1:6
j Gen 1:15 天上... <y]m^V*h^ u~yq]r+B! 参看1:14, 和合
本译作天空,下同．
k Gen 1:20 有生命的物原文 hY`j^ vp#n\ 作有生命的
魂或活的魂
l Gen 1:20 中原文 yn}P=-lu^\ 作前或表面
m Gen 1:21 大龙 <yl!d)G+h^ <n]yN]T^h^-ta# 和合本译作
大鱼; 参看 Isa 27:1
n Gen 1:21 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原文 hY`j^h^ vp#n\-lK*
作各样有生命的魂或各样活的魂

h Gen 1:6 穹苍原文 u~yq]r` 扩张体，和合本译作空
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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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
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
着核。 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
日。
Gen 1:14 神说、天上穹苍中要有光
体i、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
令、日子、年岁．
j
Gen 1:15 并要发光在天上穹苍中 、
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6 于是
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Gen 1:17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上穹
苍中、普照在地上、
Gen 1:18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
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
日。
Gen 1:20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
命的物k．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
上、天上穹苍之中l。
m*
Gen 1:21 神就造出大龙 、和水中
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n、各
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
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Gen 1:22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
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
也要多生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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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创) Gen 第一章
Gen 1: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

Gen 2:2 到第七日、

日。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a来、 1:26
*创 9:6
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 *西 3:10
诗 8:6-8
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1:29
Gen 1:25 于是
神造出野兽、各从 创 9:3
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 1:30
切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 赛 11:7
2:3
好的。
约 5:17
Gen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
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 2:7
林前
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15:45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 2:12
1
歌 5:11
爬的一切昆虫。
2
Gen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 启 21:21
启 21:12
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 3
启 21:20
女。
启 21:14
Gen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
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
物。
Gen 1: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
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
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
食物。
Gen 1: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
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
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Gen 1: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
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Gen 1:24

第二章
Gen 2:1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b Gen 2:7 亚当... hY`j^ vp#n\l= <d`a*h* yh!y+w~ 或作亚
当就成了活的魂. 和合本译作他就成了有灵的活
人、名叫亚当.

a Gen 1:24 活物原文 hY`j^ vp#n\ 作有生命的魂或活
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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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物的工
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
切的工、安息了。
Gen 2:3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
日、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
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Gen 2:4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
华 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Gen 2:5 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
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
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
耕地。
Gen 2:6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
遍地。
Gen 2:7 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
造人（人或作亚当）、将生气吹
在他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有魂的
活人b。
Gen 2:8 耶和华
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
在那里。
Gen 2:9 耶和华
神使各样的树从
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
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Gen 2:10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
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Gen 2:11 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
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1
Gen 2:12 并且那地的金子 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 2 和红玛瑙 3。
Gen 2:13 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
环绕古实全地的。
Gen 2:14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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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
拉河。
Gen 2:15 耶和华
神将那人安置在 2:21
约 19:34
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2:23
Gen 2:16 耶和华
神吩咐他说、园 弗 5:30
女人:伊
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 沙.
男人:伊
吃．
施;
何 2:16
Gen 2: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
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2:24
太 19:5
必定死。
Gen 2:18 耶和华
神说、那人独居 3:5
林后 4:4
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 3:6
提前 2:14
他。
Gen 2:19 耶和华
神用土所造成的 3:7
4:4
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 林后
耶 24:2
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 3:8
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 声音:
申 5:25
就是他的名字。
撒上 3:4
王上
Gen 2:20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 19:13
9:35
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 路
约 12:28
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3:11*
Gen 2:21 耶和华
神使他沉睡、他 出 32:25
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
骨、又把肉合起来。
Gen 2:22 耶和华
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
他到那人跟前。
Gen 2:23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 1、因
为他是从男人 2 身上取出来的。
Gen 2:24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
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Gen 2:25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
体、并不羞耻。
1

2

第三章
Gen 3:1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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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造的、惟有

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
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
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
Gen 3: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
果子我们可以吃．
Gen 3:3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
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
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Gen 3: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
死、
Gen 3:5 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的
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
神能知道善恶。
Gen 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
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
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
丈夫也吃了。
Gen 3:7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
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a
Gen 3:8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
神
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
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 神的面。
Gen 3:9 耶和华
神呼唤那人、对
他说、你在那里。
Gen 3:10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
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
体．我便藏了。
Gen 3:11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
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么。
Gen 3:12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
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
a Gen 3:8 凉风 j~Wrl= 原文作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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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给我、我就吃了。
Gen 3:13 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你
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
引诱我、我就吃了。
Gen 3:14 耶和华
神对蛇说、你既
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
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
走、终身吃土。
Gen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
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
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Gen 3:16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
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
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
丈夫必管辖你。
Gen 3:17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
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
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
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
从地里得吃的。
Gen 3:18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
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Gen 3:19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
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
土。
Gen 3:20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
娃a、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Gen 3:21 耶和华
神为亚当和他妻
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Gen 3:22 耶和华
神说、那人已经
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
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
吃、就永远活着．
a

Gen 3:20

Gen 3:23 耶和华
3:15*
太 23:33
路 24:44
启 12:17

3:16*
创 4:7,
歌 7:10

3:19
诗 90:3
传 5:15
传 12:7
提前 6:7

3:21
[约 1:3-4]
[出 34:29]
伯 10:11

3:22*
赛 6:10
太 13:15

3:24
结 41:18

4:5
雅 1:20

4:7*
创 3:16,
歌 7:10

4:8
太 23:35

4:10
来 11:4
来 12:24
约 5:30

第四章
Gen 4:1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

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
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Gen 4:2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Gen 4:3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
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Gen 4:4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
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
亚伯和他的供物．
Gen 4:5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
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
色。
Gen 4:6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
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Gen 4:7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他。
Gen 4:8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
弟亚伯、把他杀了。
Gen 4:9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
亚伯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Gen 4:10 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
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
向我哀告。
b Gen 3:24 基路伯 原文 <yb!r|K=h

夏娃 hW`j^ 原文意思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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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便打发他出伊
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Gen 3:24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
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b、和
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
命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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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4:11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

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
4:15*
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 启 16:2 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杀壮士却伤自
咒诅。
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
4:16
创 4:12
Gen 4:12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
Gen 4:24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
挪得:流
离飘荡
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Gen 4:13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 4:25*
Gen 4:25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
塞特:立
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
5:3*
Gen 4:14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 创 3:20
思说、 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
创
4:26
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 创 5:2 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创 5:29
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Gen 4:26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
创 16:15
Gen 4:15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 创 21:3
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a
25:26
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 创
耶和华的名。
创 29:32
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 创 35:10
太 1:21
第五章
他。
5:3
Gen 4:16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亚当生塞 Gen 5:1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
特:
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
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AM 130
式造的、
Gen 4:17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 (AM:
Anno
or Gen 5:2 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
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 Mundi
Year After
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 Creation 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称
创世纪元)
他们为人。
城叫作以诺。
5:6*
Gen 4:18 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 以挪士:人 Gen 5:3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
了一个儿子、形像样式和自己相
雅利、米户雅利生玛土撒利、玛 5:6
塞特生以
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土撒利生拉麦。
挪士:
Gen 4:19 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 AM 235 Gen 5:4 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
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
5:9*
该南:巢
Gen 5:5 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
Gen 4:20 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
5:9
死了。
帐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
以挪士生
Gen 5:6 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
Gen 4: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 该南:
AM 325
了以挪士*。
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Gen 5:7 塞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
Gen 4:22 洗拉又生了土八该隐、他
了八百零七年．并且生儿养女。
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或作是
Gen 5:8 塞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
铜匠铁匠的祖师〕、土八该隐的妹
就死了。
子是拿玛。
Gen 5:9 以挪士活到九十岁、生了
Gen 4:23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
该南*。
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
*

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
His Faith

a Gen 4:26 求告原文 ar)q+l! 宣告,出声呼喊,求救
参看珥 2:32, 徒 2:21, 罗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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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5:10 以挪士生该南之后、又活

九岁就死了。
了八百一十五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5:28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
5:12
Gen 5:11 以挪士共活了九百零五岁
生了一个儿子、
该南生玛
勒列:
就死了。
Gen 5:29 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
AM 395
Gen 5:12 该南活到七十岁、生了玛
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
5:13*
勒列。
玛勒列: 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
赞美神
*
Gen 5:13 该南生玛勒列 之后、又活
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5:15*:
了八百四十年．并且生儿养女。 降临
Gen 5:30 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
Gen 5:14 该南共活了九百一十岁就
五百九十五年．并且生儿养女。
5:19*:
死了。
Gen 5:31 拉麦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岁
献上
Gen 5:15 玛勒列活到六十五岁、生 5:22*:
就死了。
标枪,松开,
了雅列*。
Gen 5:32 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
宣泻
Gen 5:16 玛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
雅弗。
5:24
了八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 来 11:5
王下 2:11 第六章
Gen 5:17 玛勒列共活了八百九十五
5:26*:
Gen 6:1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
岁就死了。
有力的
女儿的时候、
Gen 5:18 雅列活到一百六十二岁、
5:29
神的儿子们a看见人的女
挪亚:休息 Gen 6:2
生了以诺。
拉麦生挪
*
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Gen 5:19 雅列生以诺 之后、又活了 亚:
AM 1056 Gen 6:3 耶和华说 人既属乎血气
、
、
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
Gen 5:20 雅列共活了九百六十二岁 5:32
挪亚五百
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岁:
就死了。
AM 1556
*
Gen 6:4 那时候有伟人 在地上、后
Gen 5:21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
6:1-5
来 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
玛土撒拉。
太 24:38
*
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
Gen 5:22 以诺生玛土撒拉 之后、与 6:2
3:38
的人。
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路
创 6:4
Gen 6:5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
伯 1:6
Gen 5:23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
伯 2:1
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岁。
6:3
Gen 5:24 以诺与
神同行、 神将 申 34:7 Gen 6:6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6:4
Gen 5:25 玛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 民 13:33 Gen 6:7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
*:巨人
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
岁、生了拉麦。
6:5
*
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
Gen 5:26 玛土撒拉生拉麦 之后、又 耶 17:9
太
15:19
造他们后悔了。
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生儿养
*

女。
Gen 5:27 玛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

创世记 (创) Gen 第六章

6:7
番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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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 6:2 神的... <yh!Oa$h*-yn}b= 原文作天使们。希
伯来文神(<yh!Oa$)前加了定冠词(h*)指具神性的
人或天使.创 6:4, 伯 1:6, 2:1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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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6:8 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

命。

恩。

Gen 6:21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

Gen 6:9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

来、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
Gen 6:22 挪亚就这样行．凡
神所
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
完全*人．挪亚与 神同行。
6:8
Gen 6:10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
出 33:12
第七章
闪、含、雅弗。
6:9*
Gen 6:11 世界在
神面前败坏．地 完全:正直 Gen 7:1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
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
上满了强暴。
6:14-22
腓 2:12
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Gen 6:12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
Gen 7:2 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
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 7:1
徒 16:31
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
坏了行为。
7:4
Gen 6:13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 彼后 3:6 一公一母．
Gen 7:3 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
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 7:6
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洪水泛滥:
AM 1656
Gen 7:4 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
Gen 6:14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
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
Gen 7:5 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
松香。
的行了。
Gen 6:15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
Gen 7:6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
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挪亚整六百岁。
Gen 6:16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
Gen 7:7 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
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
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Gen 7:8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
Gen 6:17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
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
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
Gen 7:9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
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
Gen 6:18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
神所吩咐挪亚的。
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
Gen 7:10 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
方舟。
地上。
Gen 6:19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
Gen 7:11 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
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
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
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Gen 6:20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
Gen 7:12 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
Gen 7:13 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
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
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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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Gen 7:14 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
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
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
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
Gen 7:15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
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
进入方舟。
Gen 7:16 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
是有公有母、正如 神所吩咐挪
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
头。
*
Gen 7:17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 、
水往上长、把方舟从地上漂起。
Gen 7:18 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
往上长、方舟在水面上漂来漂
去。
Gen 7:19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
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Gen 7:20 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
岭都淹没了。
Gen 7:21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
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
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
了。
Gen 7:22 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
的生灵都死了。
Gen 7:23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
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
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
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
Gen 7:24 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
五十天*。

7:17*
出 24:18

7:24*
启 9:5
启 9:10

8:4*
赛 37:38
王下
19:37

8:13
AM 1657

第八章
神记念挪亚、和挪亚方舟
里的一切走兽牲畜． 神叫风吹
Gen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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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势渐落。
Gen 8:2 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
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Gen 8:3 水从地上渐退．过了一百
五十天、水就渐消。
Gen 8:4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
拉腊*山上。
Gen 8:5 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
山顶都现出来了。
Gen 8:6 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
舟的窗户、
Gen 8:7 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
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Gen 8:8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
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Gen 8:9 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
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
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
来。
Gen 8:10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
从方舟放出去．
Gen 8:11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
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
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
了。
Gen 8:12 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
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Gen 8:13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
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
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
干了。
Gen 8:14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
都干了。
Gen 8:15
神对挪亚说、
Gen 8:16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
妇、都可以出方舟。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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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8:17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

Gen 9: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

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
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
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Gen 8:18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
子、儿妇、都出来了。
Gen 8:19 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
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
都出了方舟。
Gen 8:20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
献在坛上为燔祭。
Gen 8:21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
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
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
种的活物了。
Gen 8:22 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
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
了。

被人所流、因为 神造人、是照
自己的形像造的。
Gen 9:7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
昌盛繁茂。
Gen 9:8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
说、
Gen 9:9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
约*．
Gen 9:10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
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
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Gen 9:11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
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
洪水毁坏地了。
Gen 9:12
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
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
有记号的。
Gen 9:13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
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Gen 9:14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
有虹现在云彩中．
Gen 9:15 我便记念我与你们、和各
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
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
了。
Gen 9:16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
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
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Gen 9:17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
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
记号了。
Gen 9:18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
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
Gen 9:19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
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8:21
诗 58:3
*创 6:5
太 15:19

9:2
诗 8:6-8

9:3
创 1:29

9:4
利 19:26

9:6
太 26:52

9:9*
创 6:18
创 15:18
创 17:2
来 13:20

9:16
启 10:1

第九章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
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
多、遍满了地。
Gen 9:2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
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
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
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Gen 9:3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
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
们如同菜蔬一样。
Gen 9:4 惟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
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Gen 9:5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
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Gen 9:1

His Faith

9

创世记 (创) Gen 第九章

创世记 (创) Gen 第九章
Gen 9:20 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

个葡萄园。
Gen 9:21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
在帐棚里赤着身子。
Gen 9:22 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
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
兄。
Gen 9:23 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
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
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
亲的赤身。
Gen 9:24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
向他所作的事、
Gen 9:25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
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Gen 9:26 又说、耶和华闪的
神、
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
仆。
Gen 9:27 愿
神使雅弗扩张、使他
住在闪的帐棚里．又愿迦南作他
的奴仆。
Gen 9:28 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三
百五十年。
Gen 9:29 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就
死了。

Gen 10:5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

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
的方言宗族立国。
Gen 10:6 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
9:29
弗、迦南、
挪亚去世:
AM 2006 Gen 10:7 古实的儿子是西巴 哈腓
、
10:10
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迦、拉
创 11:2,
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
但 1:2
亚 5:11
Gen 10:8 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
10:11
英雄之首．
*: 和城郊
Gen 10:9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
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录在
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Gen 10:10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
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
Gen 10:11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
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
Gen 10:12 和尼尼微、迦拉中间的利
鲜、这就是那大城。
Gen 10:13 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
Gen 10:14 帕斯鲁细人、迦斯路希人、
迦斐托人、从迦斐托出来的有非
利士人。
Gen 10:15 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
Gen 10:16 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
第十章
革迦撒人、
Gen 10:1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
Gen 10:17 希未人、亚基人、西尼人、
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
Gen 10:18 亚瓦底人、洗玛利人、哈
他们都生了儿子。
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
Gen 10:2 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
Gen 10:19 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
各、玛代、雅完、土巴、米设、提
基拉耳的路上、直到迦萨、又向
拉、
所多玛、蛾摩拉、押玛、洗扁的
Gen 10:3 歌篾的儿子是亚实基拿、
路上、直到拉沙．
利法、陀迦玛．
Gen 10:20 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
Gen 10:4 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
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
施、基提、多单、
创世记 (创) Gen 第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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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国。
Gen 10:21 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

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
Gen 10:22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
亚法撒、路德、亚兰。
10:24
Gen 10:23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
路 3:36
勒、基帖、玛施。
10:25*
Gen 10:24 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 赛 24:1
伯、
11:2*
创 10:10
Gen 10:25 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 但 1:2
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 亚 5:11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 11:7
诗 55:9
的兄弟名叫约坍。
11:8
Gen 10:26 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 创 10:25
萨玛非、耶拉、
11:10
闪生亚法
Gen 10:27 哈多兰、乌萨、德拉、
撒:
Gen 10:28 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 AM 1658
Gen 10:29 阿斐、哈腓拉、约巴、这都 11:12
代上 1:18
是约坍的儿子。
路 3:36
Gen 10:30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
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
Gen 10:31 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
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
邦国。
Gen 10:32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
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
国。

第十一章
Gen 11:1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

都是一样。
Gen 11:2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
在那里。
Gen 11:3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
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
His Faith

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Gen 11:4 他们说、来罢、我们要建造
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
散在全地上。
Gen 11:5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
建造的城和塔。
Gen 11:6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
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
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Gen 11:7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
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
不通。
Gen 11:8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
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
造那城了。
Gen 11:9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
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
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
乱的意思〕。
Gen 11:10 闪的后代记在下面．闪一

百岁生子、洪水以后二年、生了
亚法撒。a
Gen 11:11 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
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12 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生
了沙拉．
Gen 11:13 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
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14 沙拉活到三十岁、生了希
伯．
Gen 11:15 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
a Gen 11:10 闪的... .lWBM^h^ rj^a^ <y]t^n`v= dv*k=P^r+a^ta# dl#oYw~ hn`v* ta^m=-/B# <v@ <v@ td)l=oT hL#a@
和合本译作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
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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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16 希伯活到三十四岁、生了
法勒．
Gen 11:17 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
四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18 法勒活到三十岁、生了拉
吴．
Gen 11:19 法勒生拉吴之后、又活了
二百零九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20 拉吴活到三十二岁、生了
西鹿．
Gen 11:21 拉吴生西鹿之后、又活了
二百零七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22 西鹿活到三十岁、生了拿
鹤．
Gen 11:23 西鹿生拿鹤之后、又活了
二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24 拿鹤活到二十九岁、生了
他拉．
Gen 11:25 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
一百一十九年．并且生儿养女。
Gen 11:26 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
伯兰、拿鹤、哈兰。
Gen 11:27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
兰生罗得。
Gen 11:28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迦勒
底*的吾珥、在他父亲他拉之先。
Gen 11:29 亚伯兰、拿鹤、各娶了妻．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
妻子名叫密迦、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迦和亦迦的父亲。
Gen 11:30 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
Gen 11:31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
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
创世记 (创) Gen 第十二章

11:16
希伯生法
勒:
AM 1757

11:26

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
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Gen 11:32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
就死在哈兰。

第十二章
Gen 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

他拉生亚
伯兰:
AM 1948
(亚伯兰出
生时挪亚
还活着) Gen 12:2

11:28*
拉 5:12
但 1:1-4
书 24:2

12:1
徒 7:3

12:3
加 3:8
路 24:44

12:4-5
徒 7:4

12:5
创 23:20

12:6*
书 20:7

12:8*
创 28:19
创 31:13
创 35:1
书 7:2
王上 13:4
摩 5:5
摩 7:13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
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
要叫别人得福．
Gen 12: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
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Gen 12:4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
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
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Gen 12:5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
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
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
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Gen 12:6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
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
南人住在那地。
Gen 12: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a．亚
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
和华筑了一座坛。
*
Gen 12:8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
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
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
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
的名。
a Gen 12:7 你的后裔 ;u&r+z~l= (后裔或作子孙,作单
数阳性名词, 参看 Gen 13:15, 17:7, 24:7, Est 10:3
和 Gal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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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12:9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

第十三章

地去。

Gen 13:1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

Gen 12:10 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

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
里暂居。
Gen 12:11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
莱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
人．
Gen 12:12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
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
你存活。
Gen 12:13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
存活。
Gen 12:14 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
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Gen 12:15 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
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
带进法老的宫去。
Gen 12:16 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
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
骆驼、公驴、母驴、仆婢。
Gen 12:17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
莱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
全家。
Gen 12:18 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
说、你这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
子．
Gen 12:19 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
子、以致我把他取来要作我的妻
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
带他走罢。
Gen 12:20 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
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
了。
His Faith

12:10
启 6:8

12:13
创 20:2
创 26:7

13:4
创 12:8

得、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
南地去。
Gen 13:2 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
多。
Gen 13:3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
前支搭帐棚的地方、
Gen 13:4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Gen 13:5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得、也
有牛群、羊群、帐棚。
Gen 13:6 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
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
Gen 13:7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
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
罗得的牧人相争。
Gen 13:8 亚伯兰就对罗得说、你我
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原文作弟兄〕。
Gen 13:9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么．请

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Gen 13:10 罗得举目看见约但河的
全平原、直到琐珥、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蛾摩
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
像埃及地。
Gen 13:11 于是罗得选择约但河的
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
分离了。
Gen 13:12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
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
棚、直到所多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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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13:13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

罪大恶极。
Gen 13:14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
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
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Gen 13:15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
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
远．
Gen 13:16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
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
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
裔。
Gen 13:17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Gen 13:18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到
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Gen 14:7 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

低斯、杀败了亚玛力全地的人、
以及住在哈洗逊他玛的亚摩利
人。
Gen 14:8 于是所多玛王、蛾摩拉王、
13:15
押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
加 3:16
（比拉就是琐珥）都出来、在西
13:18
书 20:7
订谷摆阵、与他们交战．
Gen 14:9 就是与以拦王基大老玛、
14:1*
戈印:或作
戈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
诸国
拉撒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
14:2
赛 1:10
王交战。
创 13:13
Gen 14:10 西订谷有许多石漆坑．所
14:6
*:巴兰之 多玛王、和蛾摩拉王逃跑、有掉
棕
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
跑。
Gen 14:11 四王就把所多玛和蛾摩
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
第十四章
都掳掠去了。
Gen 14:1 当暗拉非作示拿王、亚略
Gen 14:12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得、
作以拉撒王、基大老玛作以拦
和罗得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
王、提达作戈印*王的时候、
罗得正住在所多玛。
Gen 14:2 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
Gen 14:13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
拉、蛾摩拉王比沙、押玛王示
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
纳、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
亚摩利人幔利的橡树那里．幔利
比拉就是琐珥。
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
Gen 14:3 这五王都在西订谷会合．
与亚伯兰联盟。
西订谷就是盐海。
Gen 14:14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原文
Gen 14:4 他们已经事奉基大老玛十
作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
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
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Gen 14:5 十四年基大老玛和同盟的
直追到但．
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
Gen 14:15 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
利乏音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
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
人、在沙微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
的何把．
Gen 14:6 在何利人的西珥山杀败了
Gen 14:16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
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
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
勒巴兰*。
创世记 (创) Gen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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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Gen 14:17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玛、和
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
玛王出来、在沙微谷迎接他、沙
微谷就是王谷。
*
14:18
Gen 14:18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 、
诗 110:4
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 来 5:6
来 7:1
高 神的祭司。
14:23
Gen 14:19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 民 18:20
天地的主、至高的 神、赐福与 15:1
弗 6:16
亚伯兰．
Gen 14:20 至高的
神把敌人交在 15:5
创 22:17
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 创 26:4
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 出 32:13
15:6
给麦基洗德。
罗 4:3
Gen 14:21 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 加 3:6
雅 2:23
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罢。
15:8
Gen 14:22 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 路 1:18
1:20
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 神耶 路
对比:
撒上 1:18
和华起誓．
太 8:8
Gen 14:23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
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
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Gen 14:24 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
同行的亚乃、以实各、幔利、所
应得的分、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

第十五章
Gen 15:1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

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
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成为
你极大的赏赐a。

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
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
以利以谢。
Gen 15:3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
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
我的后嗣。
Gen 15:4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
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
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Gen 15:5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
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
过来么．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
要如此、
Gen 15:6 并且他要信耶和华、他也
要以此为他的义。b
Gen 15:7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
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
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Gen 15:8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阿、
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Gen 15:9 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
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
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
只雏鸽。
Gen 15:10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
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
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Gen 15:11 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
的肉上、亚伯兰就把他吓飞了。
b Gen 15:5-6 又对他说... .hq*d`x= w{L h*b#v=j=Y~w~
hw`hyB^ /m!a$h#w+ .;u#r+z~ hy\h=y] hK) w{l rm#aY{w~ Heb.:
and he said unto him: So shall be thy seed, who believed in the LORD; and he counted it to him (thy
seed) for righteousness. (/m!a$h#w+ believed is the
perfect with waw consecutive which shall be attached to what precedes in close relation, that is,
;u#r+z~ thy seed.) 和合本译作亚伯兰信耶和华、耶
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参看 Gen 22:16, Exo
32:13, Heb 6:13

a Gen 15:1 我是... .da)m= hB@r+h^ ;r+k*c= El* /g}m* yk!na
{ *
或作我必给你的信实作盾牌、我自己必成为你极
大的赏赐. (El* (to you: feminine) to your faith
(see Gen 15:6 “counted it to his righteousness” that
“it” is “faith” with feminine in gender.)) 和合本译
作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His Faith

Gen 15:2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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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15:12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

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
暗*落在他身上。
Gen 15:1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
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
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
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Gen 15:14 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
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
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Gen 15:15 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
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
葬。
*
Gen 15:16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
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
Gen 15:17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
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
中经过。
Gen 15:18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
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Gen 15:19 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
甲摩尼人、
Gen 15:20 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
人、
Gen 15:21 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
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听从了撒莱的话．
Gen 16:3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
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
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
十年。
Gen 16:4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
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
15:12
看他的主母。
诗 18:11
诗 97:2
Gen 16:5 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
15:13* 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出 12:40
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
15:16
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出 6:16-20
Gen 16:6 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
15:17
利 9:24
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撒莱
士 6:21
代下 7:1 苦待他、他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
Gen 16:7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书
16:14
创 24:62 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
、
创 25:11
Gen 16:8 对他说、撒莱的使女夏甲、
你从那里来、要往那里去．夏甲
说、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
来。
Gen 16:9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
回到你主母那里、服在他手下。
Gen 16:10 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
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Gen 16:11 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
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
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

*

〔以实玛利就是

第十六章

Gen 16:12 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

Gen 16:1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

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Gen 16:13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
耶和华为看顾人的 神．因而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么。
Gen 16:14 所以这井名叫庇耳拉海

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
甲、是埃及人。
Gen 16:2 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
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
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
〔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亚伯兰
创世记 (创) Gen 第十六章

神听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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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
间。
Gen 16:15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
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
实玛利。
Gen 16:16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
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第十七章
Gen 17:1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

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 神、你当在我面前
作完全人。
Gen 17:2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
裔极其繁多。
Gen 17:3 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
对他说、
Gen 17:4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
的父。
Gen 17:5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
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
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Gen 17:6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
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
出。
Gen 17:7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
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
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 神。
Gen 17:8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
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
神。
Gen 17:9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
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
的约。
Gen 17:10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
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
His Faith

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
Gen 17:11 你们都要受割礼 〔受割礼
原文作割阳皮十四、二十三、二十四、
二十五节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
17:5*
罗 4:17

17:7
创 12:7

17:11
*

西 2:11

17:12
路 2:21

17

的证据。
Gen 17:12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
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
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
日、都要受割礼。
Gen 17:13 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
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
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
的约。
Gen 17:14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
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Gen 17:15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
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他
的名要叫撒拉。
Gen 17:16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
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
君王从他而出。
Gen 17:17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
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
得孩子么．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么。
Gen 17:18 亚伯拉罕对
神说、但愿
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Gen 17:19
神说、不然、你妻子撒
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
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
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
Gen 17:20 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
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
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
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Gen 17:21 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
创世记 (创) Gen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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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
约。
Gen 17:22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
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
Gen 17:23 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
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
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
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
礼。
Gen 17:24 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
年九十九岁。
Gen 17:25 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
的时候、年十三岁。
Gen 17:26 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
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
Gen 17:27 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
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
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作饼。
Gen 18:7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

18:1*
约 14:21

18:2
来 13:2

18:3
路 24:28

18:10
到..*: 到
了产期;
创 18:14
王下 4:16

18:11
罗 4:19

18:14
太 19:26

18:17
约 15:15

第十八章
Gen 18:1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
热、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
Gen 18:2 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
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棚门
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
Gen 18:3 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
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
去。
Gen 18:4 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
脚、在树下歇息歇息．
Gen 18:5 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
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
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
们说、就照你说的行罢。
Gen 18:6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棚见撒
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
创世记 (创) Gen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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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
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
Gen 18:8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
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
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
就吃了。
Gen 18:9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
子撒拉在那里、他说、在帐棚里。
Gen 18:10 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
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
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
在那人后边的帐棚门口、也听见
了这话。
Gen 18:11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
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
Gen 18:12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
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
喜事呢。
Gen 18:13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
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养吗。
Gen 18:14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
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
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Gen 18:15 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
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
在笑了。
Gen 18:16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所
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
行、要送他们一程。
Gen 18:17 耶和华说、我所要作的
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Gen 18:18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
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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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Gen 18:19 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

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
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
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Gen 18:20 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
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Gen 18:21 我现在要下去、察看他们
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
的声音一样么．若是不然、我也
必知道。
Gen 18:22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
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
和华面前。
Gen 18:23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
善恶、你都要剿灭么。
Gen 18:24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
人、你还剿灭那地方么。不为城
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
么。
Gen 18:25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
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
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
公义么。
Gen 18:26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
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
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Gen 18:27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
尘、还敢对主说话．
Gen 18:28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
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
城么．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
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Gen 18:29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
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
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
His Faith

18:21
约 5:30

18:32
耶 5:1
诗 14:1
诗 53:3
传 7:20
罗 3:10

作这事。
Gen 18:30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
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
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
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作这事。
Gen 18:31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
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
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
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Gen 18:32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
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
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
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Gen 18:33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
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
己的地方去了。

第十九章
Gen 19:1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

玛．罗得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
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
地下拜、
Gen 19:2 说、我主阿、请你们到仆
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
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
街上过夜。
Gen 19:3 罗得切切的请他们、他们
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得为他们
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
了。
Gen 19:4 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
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
围住那房子．
Gen 19:5 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
你这里来的人在那里呢．把他们
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Gen 19:6 罗得出来、把门关上、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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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那里、
Gen 19:7 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作
这恶事。
19:11
Gen 19:8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
书 2:5
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
19:15
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 启 18:4
下、不要向他们作什么。
19:17
太 24:16
Gen 19:9 众人说、退去罢．又说、这
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现 19:26
路 17:32
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
人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破房
门。
Gen 19:10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
罗得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Gen 19:11 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
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
总寻不着房门。
Gen 19:12 二人对罗得说、你这里还
有什么人么．无论是女婿、是儿
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
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Gen 19:13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
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
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
这地方。
Gen 19:14 罗得就出去、告诉娶了他
女儿的女婿们〔娶了或作将要
娶〕、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
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Gen 19:15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得说、
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
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
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Gen 19:16 但罗得迟延不走．二人因
为耶和华怜恤罗得、就拉着他的
创世记 (创) Gen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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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
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
城外。
Gen 19:17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
逃命罢．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
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
你被剿灭。
Gen 19:18 罗得对他们说、我主阿、
不要如此．
Gen 19:19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
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
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Gen 19:20 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
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么．
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
得存活。
Gen 19:21 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
允你、我不倾覆你所说的这城、
Gen 19:22 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
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作什
么。因此那城名叫琐珥〔琐珥就
是小的意思〕。
Gen 19:23 罗得到了琐珥、日头已经

出来了。
Gen 19:24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
和蛾摩拉、
Gen 19:25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
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
都毁灭了。
Gen 19:26 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
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
Gen 19:27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
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Gen 19:28 向所多玛、和蛾摩拉、与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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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
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Gen 19:29 当
神毁灭平原诸城的
时候、他记念亚伯拉罕、正在倾
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
罗得从倾覆之中出来。
Gen 19:30 罗得因为怕住在琐珥、就
同他两个女儿从琐珥上去住在
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
里。
Gen 19:31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
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
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
Gen 19:32 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
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
他存留后裔。
Gen 19:33 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
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
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
亲都不知道。
Gen 19:34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
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
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
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
后裔．
Gen 19:35 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
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
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
亲都不知道。
Gen 19:36 这样、罗得的两个女儿、
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Gen 19:37 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
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
祖。
Gen 19:38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
起名叫便亚米、就是现今亚扪人
His Faith

的始祖。

第二十章
Gen 20:1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

19:37-38
番 2:9

20:1
*

创 26:1

20:2
创 12:13
创 26:7

20:3
伯 33:15
-18

20:6
诗 19:13
太 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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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寄居在加低斯和书珥中间的
基拉耳*。
Gen 20:2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
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
撒拉取了去。
Gen 20:3 但夜间
神来在梦中、对
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哪、因
为你取了那女人来、他原是别人
的妻子。
Gen 20:4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
拉．他说、主阿、连有义的国你
也要毁灭么。
Gen 20:5 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
他是我的妹子么．就是女人也自
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作这事、
是心正手洁的。
Gen 20:6
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
道你作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
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
不容你沾着他。
Gen 20:7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
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
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
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
必要死。
Gen 20:8 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
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
听、他们都甚惧怕。
Gen 20:9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
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
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
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
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
创世记 (创) Gen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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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20:10 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

说、你见了什么才作这事呢。
Gen 20:11 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
方的人总不惧怕 神、必为我妻
子的缘故杀我。
Gen 20:12 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
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
了我的妻子。
Gen 20:13 当
神叫我离开父家飘
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
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
我的恩典了。
Gen 20:14 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
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
归还他。
Gen 20:15 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
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
住。
Gen 20:16 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
一千银子、作为你在合家人面前
遮羞的〔羞原文作眼〕、你就在众
人面前没有不是了。
Gen 20:17 亚伯拉罕祷告
神、 神
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
Gen 20:18 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
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
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Gen 21:3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
21:1
创 17:16

21:5
亚伯拉罕
生以撒:
AM 2048

21:10
加 4:30

21:12
来 11:18

第二十一章
Gen 21:1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

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
就。
Gen 21:2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孕．到 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创世记 (创) Gen 第二十一章

子起名叫以撒。
Gen 21:4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
拉罕照着 神所吩咐的、给以撒
行了割礼。
Gen 21:5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
伯拉罕年一百岁。
Gen 21:6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Gen 21:7 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
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
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
个儿子。
Gen 21:8 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
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
盛的筵席。
Gen 21:9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
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嘲弄
戏笑a、
Gen 21:10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
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
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
撒、一同承受产业。
Gen 21:11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
故很忧愁。
Gen 21:12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
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
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
后裔。
Gen 21:13 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
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
你所生的。
Gen 21:14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
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
a Gen 21:9 嘲弄戏笑 qj@x^m= 和合本译作戏笑

22

FOJC.NET

创世记 (创) Gen 第二十一章

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
我才听见了。
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
Gen 21:27 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
野走迷了路。
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
Gen 21:15 皮袋的水用尽了、夏甲就
Gen 21:28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
21:19
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另放在一处。
王下 6:17
Gen 21:16 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
Gen 21:29 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
22:1
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 雅 1:12-13 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
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是什么意思呢。
22:2*
代下
3:1
Gen 21:17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Gen 21:30 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
七只母羊羔、作我挖这口井的证
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
据。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Gen 21:31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
Gen 21:18 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
别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
〔怀原文作手〕、我必使他的后裔
了誓〔别是巴就是盟誓的井的意思〕。
成为大国。
Gen 21:32 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亚
Gen 21:19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
比米勒就同他军长非各、起身回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
非利士地去了。
盛满了水、给童子喝。
Gen 21:33 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
Gen 21:20
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
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
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
和华永生 神的名。
Gen 21:21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
Gen 21:34 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
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地寄居了多日。
Gen 21:22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
第二十二章
军长非各、对亚伯拉罕说、凡你
Gen 22:1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
所行的事、都有 神的保佑。
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
Gen 21:23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
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
Gen 22:2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
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
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
所寄居这地的民。
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Gen 21:24 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
Gen 22:3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
Gen 21:25 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
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
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
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
指责亚比米勒。
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Gen 21:26 亚比米勒说、谁作这事我
Gen 22:4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
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
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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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22:5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Gen 22:15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
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
来。
Gen 22:6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
22:17*
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 启 12:17
22:18*
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加 3:16
Gen 22:7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路 24:44
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 22:22
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 创 24:15
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里呢。23:1
创 17:17
Gen 22:8 亚伯拉罕说、我儿、 神
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
二人同行。
Gen 22:9 他们到了
神所指示的地
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
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
坛的柴上。
Gen 22:10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
杀他的儿子。
Gen 22:11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
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Gen 22:12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
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
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为
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
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Gen 22:13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
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
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
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Gen 22:14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
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
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
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Gen 22:16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
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Gen 22:17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
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Gen 22:1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
的后裔a*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
的话．
Gen 22:19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
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
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
Gen 22:20 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
拉罕说、密迦给你兄弟拿鹤生了
几个儿子、
Gen 22:21 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
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母利．
Gen 22:22 并基薛、哈琐、必达、益拉、
彼土利、（彼土利生利百加）
Gen 22:23 这八个人、都是密迦给亚
伯拉罕的兄弟拿鹤生的。
Gen 22:24 拿鹤的妾名叫流玛、生了
提八、迦含、他辖、和玛迦。

第二十三章
Gen 23:1 撒拉享寿一百二十七岁、

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Gen 23:2 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
巴、就是希伯仑、亚伯拉罕为他
哀恸哭号。
Gen 23:3 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
起来、对赫人说、
Gen 23:4 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
a Gen 22:18 你的后裔 ;u&r+z~b= 原文作单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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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
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
在我眼前。
Gen 23:5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
23:19
Gen 23:6 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 创 13:18
书 20:7
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 撒下 2:4
撒下 5:3
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
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 24:1
箴 10:22
里埋葬你的死人。
24:2
Gen 23:7 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 创 47:29
的赫人下拜。
24:3
拉 9:2
Gen 23:8 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
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 24:6
申 17:16
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琐辖
24:7
的儿子以弗仑、
箴 5:17
Gen 23:9 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
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作我在
你们中间的坟地。
Gen 23:10 当时以弗仑正坐在赫人
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仑、在城门
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
Gen 23:11 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
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
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
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Gen 23:12 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
民面前下拜。
Gen 23:13 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仑说、
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
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
里埋葬我的死人。
Gen 23:14 以弗仑回答亚伯拉罕说、
Gen 23:15 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客勒
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
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罢。
Gen 23:16 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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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
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舍客
勒给以弗仑。
Gen 23:17 于是麦比拉、幔利前、以
弗仑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
田间四围的树木、
Gen 23:18 都定准归与亚伯拉罕、乃
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
人面前买妥的。
Gen 23:19 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
撒拉埋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麦
比拉田间的洞里、幔利就是希伯
仑*。
Gen 23:20 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
洞、就藉着赫人定准、归与亚伯
拉罕作坟地。

第二十四章
Gen 24:1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

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Gen 24:2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
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
腿底下*。
Gen 24:3 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
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
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Gen 24:4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
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Gen 24:5 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
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
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么。
Gen 24:6 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
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Gen 24:7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
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
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
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
创世记 (创) Gen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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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
娶一个妻子。
24:10
Gen 24:8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
徒 7:2
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
24:12*
创 27:20
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士 14:4
Gen 24:9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 斯 4:14
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 传 9:11
24:15
起誓。
创 22:22
Gen 24:10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
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
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所波大米
*
去、到了拿鹤的城。
Gen 24:11 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
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
水井那里。
Gen 24:12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
拉罕的 神阿、求你施恩给我主
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
会*。
Gen 24:13 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
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Gen 24:14 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
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
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
女子就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
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
给我主人了。
Gen 24:15 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
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
加是彼土利所生的、彼土利是亚
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密迦的儿
子。
Gen 24:16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
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他、他
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
Gen 24:17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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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Gen 24:18 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
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
Gen 24:19 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
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
足。
Gen 24:20 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
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
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Gen 24:21 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
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
道路没有。
Gen 24:22 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
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
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
Gen 24:23 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
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
地方没有。
Gen 24:24 女子说、我是密迦与拿鹤
之子彼土利的女儿．
Gen 24:25 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
Gen 24:26 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
拜、
Gen 24:27 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
罕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
断的以慈爱信实a待我主人．至
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
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Gen 24:28 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
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
Gen 24:29-30 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
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
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
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
a Gen 24:27（和他的）信实 w{Tm!a&w~ 和合本译作诚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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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
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
边的井旁那里．
Gen 24:31 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
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
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
驼预备了地方。
Gen 24:32 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
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
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
Gen 24:33 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
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
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
Gen 24:34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
人。
Gen 24:35 耶和华大大地赐福给我
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
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
Gen 24:36 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
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
这个儿子。
Gen 24:37 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
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
妻．
Gen 24:38 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
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Gen 24:39 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
不肯跟我来。
Gen 24:40 他就说、我所事奉的耶和
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
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
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
娶一个妻子。
Gen 24:41 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
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

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
的誓也与你无干。
Gen 24:42 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 神
阿、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Gen 24:43 我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一
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
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Gen 24:44 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
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作
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
妻。
Gen 24:45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
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
你给我水喝。
Gen 24:46 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
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
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
驼喝了。
Gen 24:47 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
他说、我是密迦与拿鹤之子彼土
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
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
Gen 24:48 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
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
的 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式的
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
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Gen 24:49 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信
实a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
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
向右。
Gen 24:50 拉班和彼土利回答说、这
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
a Gen 24:49 （和）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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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说歹。
Gen 24:51 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
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
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25:5
Gen 24:52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
加 3:16
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
25:6*
Gen 24:53 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太 2:1
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
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Gen 24:54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
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
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
去罢。
Gen 24:55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
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
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Gen 24:56 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
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
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罢。
Gen 24:57 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
问问他、
Gen 24:58 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
你和这人同去么、利百加说、我
去。
Gen 24:59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
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
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
Gen 24:60 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
我们的妹子阿、愿你作千万人的
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
门。
Gen 24:61 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
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
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Gen 24:62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
从庇耳拉海莱回来。
创世记 (创) Gen 第二十五章

28

Gen 24:63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

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
Gen 24:64 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
急忙下了骆驼．
Gen 24:65 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
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
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
Gen 24:66 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
都告诉以撒。
Gen 24:67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
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他为妻．
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
了、这才得了安慰。

第二十五章
Gen 25:1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

叫基土拉、
Gen 25:2 基土拉给他生了心兰、约
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
Gen 25:3 约珊生了示巴、和底但。
底但的子孙、是亚书利族、利都
是族、和利乌米族。
Gen 25:4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
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
是基土拉的子孙。
Gen 25:5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
给了以撒。
Gen 25:6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
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
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
往东方*去。
Gen 25:7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
一百七十五岁。
Gen 25:8 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
而死、归到他列祖〔原文作本民〕
那里．
Gen 25:9 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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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
洞在幔利前、赫人琐辖的儿子以
弗仑的田中、
25:10
Gen 25:10 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
创 23:20
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
25:22
求问:
拉、都葬在那里。
民 27:21
Gen 25:11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神 士 1:1
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 撒上
22:10
庇耳拉海莱居住。
25:23
Gen 25:12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 创 27:37
罗 9:12
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 太 11:11
太 19:30
玛利。
约 1:15
Gen 25:13 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
25:26
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 以撒生雅
各:
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 AM 2108
达、亚德别、米比衫、
Gen 25:14 米施玛、度玛、玛撒、
Gen 25:15 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
基底玛．
Gen 25:16 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
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作
了十二族的族长。
Gen 25:17 以实玛利享寿一百三十
七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
〔原文作本民〕那里。
Gen 25:18 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
兄东边、从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
书珥、正在亚述的道上。
Gen 25:19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
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
撒、
Gen 25:20 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
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
兰地的亚兰人、彼土利的女儿、
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
Gen 25:21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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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
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
孕。
Gen 25:22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
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
么活着呢．〔或作我为什么如此
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Gen 25:23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
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
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事
小的。
Gen 25:24 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
然是双子。
Gen 25:25 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
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
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
Gen 25:26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
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
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
撒年正六十岁。
Gen 25:27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
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
安静、常住在帐棚里。
Gen 25:28 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
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
Gen 25:29 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
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Gen 25:30 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
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
Gen 25:31 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
名分卖给我罢。
Gen 25:32 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
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
Gen 25:33 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
创世记 (创) Gen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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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
的名分卖给雅各。
Gen 25:34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
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
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
子的名分。

Gen 26:9 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
26:1
创 12:10
摩 8:11
*
创 20:1

26:4
创 15:5
创 22:17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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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26:1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

创 12:13
创 20:2

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
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
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Gen 26:2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
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
示你的地。
Gen 26:3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
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
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
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
誓。
Gen 26:4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
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
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
因你的后裔得福．
Gen 26:5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
例、法度。
Gen 26:6 以撒就住在基拉耳。
Gen 26:7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
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
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
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
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
Gen 26:8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
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
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
子利百加戏玩。
创世记 (创) Gen 第二十六章

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
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
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
Gen 26:10 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作
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
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
Gen 26:11 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
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
的、定要把他治死。
Gen 26:12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
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Gen 26:13 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
了大富户。
Gen 26:14 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
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Gen 26:15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
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
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Gen 26:16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
开我们去罢、因为你比我们强盛
得多。
Gen 26:17 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
耳谷支搭帐棚、住在那里。
Gen 26:18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
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
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
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
叫那些井的名字。
Gen 26:19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Gen 26:20 基拉耳的牧人与以撒的
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
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色、因为
他们和他相争〔埃色就是相争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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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26:31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

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
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

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
安的离开他走了。
Gen 26:32 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
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
水了。
Gen 26:33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
因此那城叫作别是巴、直到今日。
Gen 26:34 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
赫人比利的女儿犹滴、与赫人以
伦的女儿巴实抹为妻．
Gen 26:35 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
心里愁烦。

就是为敌的意思〕。
Gen 26:22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

26:22*
约 14:2

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
26:25
就给那井起名叫利河伯a*〔就是 摩 5:5
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 26:33
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 创 21:31
昌盛。
Gen 26:23 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
Gen 26:24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 神、不
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
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
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Gen 26:25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
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
帐棚．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
口井。
Gen 26:26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
户撒、和他的军长非各、从基拉
耳来见以撒。
Gen 26:27 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
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
这里来呢。
Gen 26:28 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
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Gen 26:29 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
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
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
和华赐福的了。
Gen 26:30 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
他们便吃了喝了。
a Gen 26:22 利河伯 tob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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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Gen 27:1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

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
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
Gen 27:2 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
道那一天死。
Gen 27:3 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
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
Gen 27:4 照我所爱的作成美味、拿
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
你祝福。
Gen 27:5 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
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
打猎、要得野味带来。
Gen 27:6 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
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
Gen 27:7 你去把野兽带来、作成美
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
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Gen 27:8 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
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
Gen 27:9 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
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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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给他作成美味。
Gen 27:10 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
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Gen 27:11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
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
上是光滑的．
Gen 27:12 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
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
得祝福。
Gen 27:13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
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
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Gen 27:14 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作成
美味。
Gen 27:15 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
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
子雅各穿上。
Gen 27:16 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
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
Gen 27:17 就把所作的美味和饼、交
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Gen 27:18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
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
是谁。
Gen 27:19 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
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
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
味、好给我祝福。
Gen 27:20 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
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
为耶和华你的 神使我遇见好
机会得着的。
Gen 27:21 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
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
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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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27:22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

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
音、手却是以扫的手。
Gen 27:23 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
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
一样、就给他祝福。
Gen 27:24 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
么、他说、我是。
Gen 27:25 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
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
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
给他、他也喝了。
Gen 27:26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
你上前来与我亲嘴。
Gen 27:27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
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
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
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Gen 27:28 愿
神赐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
Gen 27:29 愿多民事奉你、多国跪拜
你．愿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亲
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
蒙福。
Gen 27:30 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
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
以扫正打猎回来。
Gen 27:31 也作了美味、拿来给他父
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
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Gen 27:32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
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
Gen 27:33 以撒就大大的战兢、说、
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
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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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来也必蒙福。
Gen 27:34 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
放声痛哭、说、我父阿、求你也
为我祝福。
27:37
Gen 27:35 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
创 25:23
罗 9:12
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Gen 27:36 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
正对么．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
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
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
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么。
Gen 27:37 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
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
作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
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作什
么呢。
Gen 27:38 以扫对他父亲说、父阿、
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么、我父阿、
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
哭。
Gen 27:39 他父亲以撒说、你所住之
地必远离地上的肥土和天上的
甘露a．
Gen 27:40 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
事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
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Gen 27:41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
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
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
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Gen 27:42 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
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
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
a Gen 27:39 他父... .lu*m@ <y]m^V*h^ lF^m!W ;b#v*om
hy\h=y] Jr\a*h yN}m^v=m! hN}h wyl*a@ rm#aY{w~ wyb!a*
qj*x=y} /u^Y~w~
和合本译作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
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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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
雪恨。
Gen 27:43 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
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
去．
Gen 27:44 同他住些日子、直等你哥
哥的怒气消了．
Gen 27:45 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
了你向他所作的事、我便打发人
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
日丧你们二人呢。
Gen 27:46 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
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
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
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
处呢。

第二十八章
Gen 28:1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

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
的女子为妻。
Gen 28:2 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
你外祖彼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
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
Gen 28:3 愿全能的
神赐福给你、
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Gen 28:4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
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
寄居的地为业、就是 神赐给亚
伯拉罕的地。
Gen 28:5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
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彼土利
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
扫的母舅。
Gen 28:6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
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
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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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Gen 28:7 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
往巴旦亚兰去了．
28:12
Gen 28:8 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
约 1:51
不中迦南的女子、
28:14
Gen 28:9 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 创 22:17
来 11:12
他二妻之外、又娶了玛哈拉为妻．启 12:17
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 28:19
摩 5:5
女儿、尼拜约的妹子。
Gen 28:10 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
走去。
Gen 28:11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
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
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
那里躺卧睡了。
Gen 28:12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有 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Gen 28: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
作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
你祖亚伯拉罕的 神、也是以撒
的 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
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Gen 28:14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
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
福．
Gen 28:15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
那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
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
了向你所应许的。
Gen 28:16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
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Gen 28:17 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
畏、这不是别的、乃是 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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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28:18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

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Gen 28:19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
特利〔就是 神殿的意思〕．但那
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Gen 28:20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
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Gen 28:21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
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
的 神、
Gen 28:22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
必作 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第二十九章
Gen 29:1 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

地．
Gen 29:2 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

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
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
头是大的。
Gen 29:3 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
人把石头转离井口饮羊、随后又
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
Gen 29:4 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
你们是那里来的．他们说、我们
是哈兰来的。
Gen 29:5 他问他们说、拿鹤的孙子
拉班、你们认识么．他们说、我
们认识。
Gen 29:6 雅各说、他平安么．他们
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
着羊来了。
Gen 29:7 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
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饮羊
再去放一放。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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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同几天。
Gen 29:21 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
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
好与他同房。
Gen 29:22 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
那地方的众人。
Gen 29:23 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
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
Gen 29:24 拉班又将婢女悉帕给女
儿利亚作使女。
Gen 29:25 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
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作的是
什么事呢．我服事你、不是为拉
结么．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Gen 29:26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
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
地方没有这规矩。
Gen 29:27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
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事我
七年。
Gen 29:28 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
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
各为妻。
Gen 29:29 拉班又将婢女辟拉给女
儿拉结作使女。
Gen 29:30 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
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事
了拉班七年。
Gen 29:31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
作被恨下同〕、就使他生育．拉结
却不生育。
Gen 29:32 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
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
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Gen 29:33 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

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
才可饮羊。
Gen 29:9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
那些羊是他牧放的。
Gen 29:10 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
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
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饮他母舅
拉班的羊群。
Gen 29:11 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
而哭。
Gen 29:12 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
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
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Gen 29:13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
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
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
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Gen 29:14 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
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
月。
Gen 29:15 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
的骨肉〔原文作弟兄〕、岂可白白
的服事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
工价。
Gen 29:16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
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
Gen 29:17 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
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Gen 29:18 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
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事你七年。
Gen 29:19 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
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罢。
Gen 29:20 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
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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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
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
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
Gen 29:34 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
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
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
30:6
Gen 29:35 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
创 49:16
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
30:15
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 歌 7:13
停了生育。
*

第三十章
Gen 30:1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

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
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Gen 30:2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
你不生育的是 神、我岂能代替
他作主呢。
Gen 30:3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
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
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
子〔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
Gen 30:4 拉结就把他的使女辟拉给
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
Gen 30:5 辟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
个儿子。
Gen 30:6 拉结说、
神伸了我的冤、
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
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伸冤的

生了一个儿子．
Gen 30:11 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
起名叫迦得〔就是万幸的意思〕。
Gen 30:12 利亚的使女悉帕又给雅
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Gen 30:13 利亚说、我有福阿、众女
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
起名叫亚设〔就是有福的意思〕。
Gen 30:14 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
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
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
子的风茄给我些。
Gen 30:15 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
还算小事么、你又要夺我儿子的
风茄么。拉结说、为你儿子的风
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
Gen 30:16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
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
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
的风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
各就与他同寝．
Gen 30:17
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
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Gen 30:18 利亚说、
神给了我价值、
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
给他起名叫以萨迦〔就是价值的
意思〕。
Gen 30:19 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

意思〕。

第六个儿子。
Gen 30:20 利亚说、
神赐我厚赏、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
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
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
Gen 30:21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
他起名叫底拿。

Gen 30:7 拉结的使女辟拉又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Gen 30:8 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
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
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
Gen 30:9 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
把使女悉帕给雅各为妾．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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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
使他能生育。
Gen 30:23 拉结怀孕生子、说、 神
除去了我的羞耻．
Gen 30:24 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
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
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Gen 30:25 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
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
我本乡本土去。
Gen 30:26 请你把我服事你所得的
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
怎样服事你、你都知道。
Gen 30:27 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
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
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
为你的缘故．
Gen 30:28 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
我就给你。
Gen 30:29 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事
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
你知道的。
Gen 30:30 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
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
我的脚步赐福与你．如今、我什
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Gen 30:31 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
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
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
牧放你的羊群。
Gen 30:32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
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
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
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
就算我的工价。
Gen 30:33 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

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
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
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
公义来。
Gen 30:34 拉班说、好阿。我情愿照
着你的话行。
Gen 30:35 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
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
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
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
Gen 30:36 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
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
的羊。
Gen 30:37 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
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
露出白的来．
Gen 30:38 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
群插在饮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
羊来喝的时候牝牡配合。
Gen 30:39 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
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
Gen 30:40 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
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
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
他和拉班的羊混杂。
Gen 30:41 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
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
对着枝子配合。
Gen 30:42 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
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
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
Gen 30:43 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
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

Gen 30:22

第三十一章
Gen 31:1 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

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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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了去、并藉着我们父亲的、得
了这一切的荣耀〔荣耀或作财〕。
Gen 31:2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
如从前了。
Gen 31:3 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
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Gen 31:4 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
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
Gen 31:5 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
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
亲的 神向来与我同在。
Gen 31:6 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
力量服事你们的父亲。
Gen 31:7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
改了我的工价．然而 神不容他
害我。
Gen 31:8 他若说、有点的归你作工
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
有纹的归你作工价、羊群所生的
都有纹。
Gen 31:9 这样、 神把你们父亲的
牲畜夺来赐给我了。
Gen 31:10 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
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
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Gen 31:11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
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
Gen 31:12 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
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
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作的、
我都看见了。
Gen 31:13 我是伯特利的
神．你在
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
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
去罢。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一章

Gen 31:14 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

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
得的分么、还有我们的产业么。
Gen 31:15 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
么．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
的价值。
Gen 31:16
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
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
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 神所吩
咐你的、你只管去行罢。
Gen 31:17 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
妻子都骑上骆驼．
Gen 31:18 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
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
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
Gen 31:19 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
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
Gen 31:20 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
走了、并不告诉他。
Gen 31:21 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
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
Gen 31:22 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
雅各逃跑了。
Gen 31:23 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
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
上了。
Gen 31:24 夜间
神到亚兰人拉班
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Gen 31:25 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
上支搭帐棚．拉班和他的众弟兄、
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棚。
Gen 31:26 拉班对雅各说、你作的是
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
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
剑掳去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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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31:27 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

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
别辨别。
a
Gen 31:38 这二十年我为你服事 、
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
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
Gen 31:39 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
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
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
向我索要。
Gen 31:40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
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
这样。
Gen 31:41 那二十年为我自己在你
家里服事b、为你的两个女儿服
事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事你
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Gen 31:42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
畏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
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
手而去． 神看见我的苦情、和
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Gen 31:43 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
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
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
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
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
他们作什么呢。
Gen 31:44 来罢、你我二人可以立约、
作你我中间的证据。
Gen 31:45 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
柱子。
Gen 31:46 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

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
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
Gen 31:28 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
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Gen 31:29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
是你父亲的 神昨夜对我说、你
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Gen 31:30 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
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
呢。
Gen 31:31 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
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
跑。
Gen 31:32 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
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
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
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
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
神像。
Gen 31:33 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
两个使女的帐棚、都没有搜出来．
就从利亚的帐棚出来、进了拉结
的帐棚。
Gen 31:34 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
驼的驮篓里、便坐在上头、拉班
摸遍了那帐棚、并没有摸着。
Gen 31:35 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
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
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
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
Gen 31:36 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
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
竟这样火速的追我。
Gen 31:37 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
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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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译作我在你家这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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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8 及 41 节 hz#... hz# 的重复句型应翻成: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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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作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

39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一章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一章

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
大家便在旁边吃喝。
Gen 31:47 拉班称那石堆为伊迦尔
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迦
累得〔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
Gen 31:48 拉班说、今日这石堆作你
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
迦累得、
Gen 31:49 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
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
我中间鉴察。
Gen 31:50 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
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
知道、却有 神在你我中间作见
证。
Gen 31:51 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
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
Gen 31:52 这石堆作证据、这柱子也
作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
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
我．
Gen 31:53 但愿亚伯拉罕的
神、和
拿鹤的 神、就是他们父亲的
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
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 神起
誓。
Gen 31:54 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
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
住宿。
Gen 31:55 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
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
自己的地方去了。

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
玛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
Gen 32:3 雅各打发人先往西珥地去、
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
Gen 32:4 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
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
Gen 32:5 我有牛、驴、羊群、仆婢、
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
你眼前蒙恩。
Gen 32:6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
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
Gen 32:7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
牛群、骆驼、分作两队．
Gen 32:8 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
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Gen 32:9 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
拉罕的 神、我父亲以撒的 神
阿、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
去、我要厚待你。
Gen 32:10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
爱和信实a、我一点也不配得．我
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但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Gen 32:11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
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
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Gen 32:12 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
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
不可胜数。
Gen 32:13 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
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
他哥哥以扫．

第三十二章
Gen 32:1 雅各仍旧行路、

神的使

者遇见他。
Gen 32:2 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二章

a Gen 32:10 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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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32:14 母山羊二百只、公山羊二

十只、母绵羊二百只、公绵羊二
十只、
32:24
Gen 32:15 奶崽子的骆驼三十只、各
何 12:4-5
带着崽子、母牛四十只、公牛十
32:29
士 13:18
只、母驴二十匹、驴驹十匹．
Gen 32:16 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
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
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
地方。
Gen 32:17 又吩咐尽先走的说、我哥
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
你是那家的人、要往那里去、你
前头这些是谁的．
Gen 32:18 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
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
也在我们后边。
Gen 32:19 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
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
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
Gen 32:20 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
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
我藉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
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
容纳我。
Gen 32:21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
雅各在队中住宿。
Gen 32:22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
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
过了雅博渡口。
Gen 32:23 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
所有的都过去．
Gen 32:24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
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Gen 32:25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
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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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Gen 32:26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
去罢．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Gen 32:27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
说、我名叫雅各。
Gen 32:28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
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
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Gen 32:29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
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Gen 32:30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
毗努伊勒〔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
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 神、我
的性命仍得保全。
Gen 32:31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
经过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Gen 32:32 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
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
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第三十三章
Gen 33:1 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

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
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
个使女．
Gen 33:2 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
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
后头、拉结和约瑟在尽后头。
Gen 33:3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
哥。
Gen 33:4 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
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Gen 33:5 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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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
雅各说、这些孩子是 神施恩给
你仆人的。
33:18
Gen 33:6 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
创 12:6
子前来下拜。
Gen 33:7 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
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
Gen 33:8 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
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
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Gen 33:9 以扫说、兄弟阿、我的已
经够了、你的仍归你罢。
Gen 33:10 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
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
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
同见了 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
我。
Gen 33:11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
礼物、因为 神恩待我、使我充
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
了。
Gen 33:12 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
往、我在你前头走．
Gen 33:13 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
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
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
必死了。
Gen 33:14 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
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
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珥我
主那里。
Gen 33:15 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
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
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
了。
Gen 33:16 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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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珥去了。
Gen 33:17 雅各就往疏割去、在那里
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
因此那地方名叫疏割〔就是棚的
意思〕。
Gen 33:18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

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
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棚。
Gen 33:19 就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
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支帐棚
的那块地。
Gen 33:20 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
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 神
以色列

神的意思〕。

第三十四章
Gen 34:1 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

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
Gen 34:2 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
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
与他行淫、玷辱他。
Gen 34:3 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
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
安慰他。
Gen 34:4 示剑对他父亲哈抹说、求
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
Gen 34:5 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
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
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
等他们回来。
Gen 34:6 示剑的父亲哈抹出来见雅
各、要和他商议。
Gen 34:7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
就从田野回来、人人忿恨、十分
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作了丑
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
不该作的事。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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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34:8 哈抹和他们商议说、我儿

Gen 34:21 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

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
将他给我的儿子为妻。
Gen 34:9 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
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
我们的女儿。
Gen 34:10 你们与我们同住罢、这地
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
作买卖、置产业。
Gen 34:11 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
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
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
Gen 34:12 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
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
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
Gen 34:13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示剑
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
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抹．
Gen 34:14 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
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
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
Gen 34:15 惟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
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
们一样、
Gen 34:16 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
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
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
Gen 34:17 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
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
Gen 34:18 哈抹和他的儿子示剑喜
欢这话。
Gen 34:19 那少年人作这事并不迟
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
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
Gen 34:20 哈抹和他儿子示剑到本
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

许他们在这地居住作买卖．这地
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
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
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
Gen 34:22 惟有一件事我们必须作、
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
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
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
一样。
Gen 34:23 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
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么．只
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
Gen 34:24 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
听从哈抹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
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
割礼。
Gen 34:25 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
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
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
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
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
Gen 34:26 又用刀杀了哈抹和他儿
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
来、就走了。
Gen 34:27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
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
人那里、掳掠那城、
Gen 34:28 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
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
Gen 34:29 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
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
去了。
Gen 34:30 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
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
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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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
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
的人、都必灭绝。
Gen 34:31 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
妹子如同妓女么。

Gen 35:9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

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
Gen 35:10 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
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
叫以色列、于是、他就给他起名
叫*以色列a。
第三十五章
Gen 35:11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
Gen 35:1
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 35:3
的 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
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 创 28:19 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
一座坛给 神、就是你逃避你哥 35:8* 有君王从你而出。
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哭泣的橡
Gen 35:12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
树
Gen 35:2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
35:10* 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
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 创 4:25-26 裔。
赛 7:14
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诗 2:7 Gen 35:13 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
路 1:31
更换衣裳。
的地方升上去了。
Gen 35:3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 35:15
创 28:19 Gen 35:14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
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 神、就
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
35:18
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 1 儿子-愁 Gen 35:15 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
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苦
2 儿子-右 伯特利。
Gen 35:4 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 手
Gen 35:16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
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35:19 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
撒上 16:1,
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 弥 5:2, 是艰难．
太 2:1,
下。
Gen 35:17 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
约 7:42
Gen 35:5 他们便起行前往．
神使
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
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
儿子了。
b
追赶雅各的众子了。
Gen 35:18 他将近于死 魂 要走的时
Gen 35:6 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
候 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 1
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
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 2。
伯特利。
Gen 35:19 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
Gen 35:7 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
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
Gen 35:20 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
是伯特利之 神的意思〕、因为他
统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
逃避他哥哥的时候、 神在那里
还在。
向他显现。
Gen 35:21 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得
Gen 35:8 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
a Gen 35:10 于是... .la@r`c=y] w{mv=-ta# ar`q+Y]w~ 和合
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
本译作这样 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
棵树名叫亚伦巴古 。
b Gen 35:18 (她的)魂 Hv*p=n~ 和合本译作灵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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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那边支搭帐棚。
Gen 35:22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
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
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
个儿子。
35:22
Gen 35:23 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
创 49:4
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
35:27
创 13:18
以萨迦、西布伦。
Gen 35:24 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 36:7
创 13:6
悯。
Gen 35:25 拉结的使女辟拉所生的
是但、拿弗他利。
Gen 35:26 利亚的使女悉帕所生的
是迦得、亚设、这是雅各在巴旦
亚兰所生的儿子。
Gen 35:27 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
里、到了基列亚巴的幔利、乃是
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
列亚巴就是希伯仑*。
Gen 35:28 以撒共活了一百八十岁。
Gen 35:29 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原文作
本民〕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
各把他埋葬了。
*

第三十六章
Gen 36:1 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

记在下面．
Gen 36:2 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希
未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
何利巴玛。
Gen 36:3 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
尼拜约的妹子巴实抹。
Gen 36:4 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
巴实抹生了流珥。
Gen 36:5 阿何利巴玛生了耶乌施、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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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
是在迦南地生的。
Gen 36:6 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
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
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
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
兄弟雅各。
Gen 36:7 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
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
能同居。
Gen 36:8 于是以扫住在西珥山里、
以扫就是以东。
Gen 36:9 以扫是西珥山里以东人的
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Gen 36:10 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
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
妻子巴实抹生流珥。
Gen 36:11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幔、阿
抹、洗玻、迦坦、基纳斯。
Gen 36:12 亭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
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力．
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Gen 36:13 流珥的儿子是拿哈、谢拉、
沙玛、米撒．这是以扫妻子巴实
抹的子孙。
Gen 36:14 以扫的妻子阿何利巴玛、
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他
给以扫生了耶乌施、雅兰、可拉。
Gen 36:15 以扫子孙中作族长的、记
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
子孙中、有提幔族长、阿抹族长、
洗玻族长、基纳斯族长、
Gen 36:16 可拉族长、迦坦族长、亚
玛力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
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
Gen 36:17 以扫的儿子流珥的子孙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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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
玛族长、米撒族长．这是在以东
地从流珥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
妻子巴实抹的子孙。
36:33*
Gen 36:18 以扫的妻子、阿何利巴玛
赛 34:6
的子孙中、有耶乌施族长、雅兰
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
子、亚拿的女儿、阿何利巴玛子
孙中、所出的族长。
Gen 36:19 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
子孙、以扫就是以东。
Gen 36:20 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
西珥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
坍、朔巴、祭便、亚拿、
Gen 36:21 底顺、以察、底珊、这是从
以东地的何利人．西珥子孙中、
所出的族长。
Gen 36:22 罗坍的儿子是何利、希幔．
罗坍的妹子是亭纳。
Gen 36:23 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玛
拿辖、以巴录、示玻、阿南。
Gen 36:24 祭便的儿子是亚雅、亚拿、
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
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
Gen 36:25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
的女儿是阿何利巴玛。
Gen 36:26 底顺的儿子是欣但、伊是
班、益兰、基兰。
Gen 36:27 以察的儿子是辟罕、撒番、
亚干。
Gen 36:28 底珊的儿子是乌斯、亚兰。
Gen 36:29 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
在下面．就是罗坍族长、朔巴族
长、祭便族长、亚拿族长、
Gen 36:30 底顺族长、以察族长、底
珊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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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都在西珥地、按着宗族作族
长。
Gen 36:31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
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
面．
Gen 36:32 比珥的儿子比拉在以东
作王、他的京城名叫亭哈巴。
*
Gen 36:33 比拉死了、波斯拉 人、谢
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
Gen 36:34 约巴死了、提幔地的人户
珊接续他作王。
Gen 36:35 户珊死了、比达的儿子哈
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
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
叫亚未得。
Gen 36:36 哈达死了、玛士利加人桑
拉接续他作王。
Gen 36:37 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河
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
Gen 36:38 扫罗死了、亚革波的儿子
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
Gen 36:39 亚革波的儿子巴勒哈南
死了、哈达接续他作王、他的京
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希
他别、是米萨合的孙女、玛特列
的女儿。
Gen 36:40 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
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
下面．就是亭纳族长、亚勒瓦族
长、耶帖族长、
Gen 36:41 阿何利巴玛族长、以拉族
长、比嫩族长、
Gen 36:42 基纳斯族长、提幔族长、
米比萨族长、
Gen 36:43 玛基叠族长、以兰族长．
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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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
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Gen 37:11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

第三十七章
Gen 37:1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

37:2
约 7:7

父亲寄居的地。
37:9
Gen 37:2 雅各的记略如下．约瑟十 启 12:1
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
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辟拉悉
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
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Gen 37:3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
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
的、他给约瑟作了一件彩衣。
Gen 37:4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
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
他说和睦的话。
Gen 37:5 约瑟作了一梦、告诉他哥
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Gen 37:6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
作的梦．
Gen 37:7 我们在田里捆禾稼、我的
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
的捆下拜。
Gen 37:8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
你真要作我们的王么、难道你真
要管辖我们么．他们就因为他的
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Gen 37:9 后来他又作了一梦、也告
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作
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
一个星、向我下拜。
Gen 37:10 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
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
你作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
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
地、向你下拜么。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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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Gen 37:12 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
放他们父亲的羊。
Gen 37:13 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
们不是在示剑放羊么、你来、我
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
我在这里。
Gen 37:14 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
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
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
他出希伯仑谷、他就往示剑去了。
Gen 37:15 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
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
Gen 37:16 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
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
Gen 37:17 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
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坍去．约
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
在多坍。
Gen 37:18 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
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
害死他。
Gen 37:19 彼此说、你看、那作梦的
来了。
Gen 37:20 来罢、我们将他杀了、丢
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
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Gen 37:21 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
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
性命。
Gen 37:22 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
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
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
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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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
的那件彩衣．
*
37:24*
Gen 37:24 把他丢在坑里 ．那坑是
诗 88:6
空的、里头没有水。
37:25*
Gen 37:25 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出 30:23
太 2:11
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
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 37:26-27
太 26:25
没药*、要带下埃及去。
37:28*
Gen 37:26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 太 26:15
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 37:33*
启 12:4
么益处呢。
Gen 37:27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
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
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
弟兄就听从了他。
Gen 37:28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
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
上来、讲定二十舍客勒银子*、把
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
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Gen 37:29 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
在坑里、就撕裂衣服。
Gen 37:30 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
子没有了、我往那里去才好呢。
Gen 37:31 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
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
Gen 37:32 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
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
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Gen 37:33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
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
瑟被撕碎了、撕碎了。
Gen 37:34 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
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Gen 37:35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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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
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
父亲就为他哀哭。
Gen 37:36 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
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
乏。

第三十八章
Gen 38:1 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

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
里去。
Gen 38:2 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
人名叫书亚的女儿、就娶他为妻、
与他同房、
Gen 38:3 他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
给他起名叫珥。
Gen 38:4 他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
给他起名叫俄南。
Gen 38:5 他复又生了儿子、给他起
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
大正在基悉。
Gen 38:6 犹大为长子珥娶妻、名叫
他玛。
Gen 38:7 犹大的长子珥在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Gen 38:8 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
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
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
Gen 38:9 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
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
得给他哥哥留后。
Gen 38:10 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
Gen 38:11 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
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
儿妇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
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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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
Gen 38:12 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书
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
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
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
38:18
Gen 38:13 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 1
出 28:11
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
2
Gen 38:14 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 赛 22:21
3
没有娶他为妻、就脱了他作寡妇 弥 5:1
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 38:29
4:18
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 得
代上 2:4
太 1:3
门口。
Gen 38:15 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Gen 38:16 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
来罢、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
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
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
Gen 38:17 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
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
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
个当头么。
Gen 38:18 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
他玛说、你的印 1、你的带子 2、和
你手里的杖 3。犹大就给了他、与
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
Gen 38:19 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
仍旧穿上作寡妇的衣裳。
Gen 38:20 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
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
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
Gen 38:21 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
印路旁的妓女在那里、他们说、
这里并没有妓女。
Gen 38:22 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
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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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妓女。
Gen 38:23 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
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
去罢、免得我们被羞辱。
Gen 38:24 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
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作了妓女、
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
出他来把他烧了。
Gen 38:25 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
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
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
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
并杖、都是谁的。
Gen 38:26 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
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
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
Gen 38:27 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
里是一对双生．
Gen 38:28 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
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
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
Gen 38:29 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
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
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
叫法勒斯*。
Gen 38:30 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
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
谢拉。

第三十九章
Gen 39:1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

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
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
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Gen 39:2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
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
事顺利。
创世记 (创) Gen 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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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39:3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在他手里跑出去了、
Gen 39:14 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
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
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
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
我就大声喊叫．
Gen 39:15 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
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
了。
Gen 39:16 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
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
Gen 39:17 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
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
进来要戏弄我．
Gen 39:18 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
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
Gen 39:19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
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
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
Gen 39:20 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
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
那里坐监。
Gen 39:21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
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
Gen 39:22 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
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
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
Gen 39:23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
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
在、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
都顺利。
Gen 39:4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
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
里。
Gen 39:5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
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
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
耶和华赐福。
Gen 39:6 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
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
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
来秀雅俊美。
Gen 39:7 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
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
寝罢。
Gen 39:8 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
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
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
里。
Gen 39:9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 神呢。
Gen 39:10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
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
不和他在一处。
Gen 39:11 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
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Gen 39:12 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
你与我同寝罢．约瑟把衣裳丢在
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
Gen 39:13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Gen 40:1 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

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
Gen 40:2 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
二臣．
Gen 40:3 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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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
Gen 40:4 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
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
在监里。
Gen 40:5 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
和膳长、二人同夜各作一梦、各
梦都有讲解。
Gen 40:6 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
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Gen 40:7 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
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
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Gen 40:8 他们对他说、我们各人作
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 神么、请你们将
梦告诉我。
Gen 40:9 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
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
树、
Gen 40:10 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
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
熟了。
Gen 40:11 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
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
在他手中。
Gen 40:12 约瑟对他说、你所作的梦
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Gen 40:13 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
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
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作他的酒
政一样。
Gen 40:14 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
记念我、施恩与我、在法老面前
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
Gen 40:15 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
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作
His Faith

40:9
约 15:1

40:19
启 19:21

40:20
约 5:29

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
Gen 40:16 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
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
筐白饼．
Gen 40:17 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
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
上筐子里的食物。
Gen 40:18 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
三个筐子就是三天．
Gen 40:19 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
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
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Gen 40:20 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
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酒
政和膳长提出监来．
Gen 40:21 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
递杯在法老手中。
Gen 40:22 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
瑟向他们所解的话。
Gen 40:23 酒政却不记念约瑟、竟忘
了他。

第四十一章
Gen 41:1 过了两年法老作梦．梦见

自己站在河边。
Gen 41:2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
Gen 41:3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
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
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Gen 41:4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
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
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
Gen 41:5 他又睡着、第二回作梦．
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
肥大、又佳美。
Gen 41:6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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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Gen 41:7 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
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
了、不料是个梦。
Gen 41:8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
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
博士来．法老就把所作的梦告诉
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
Gen 41:9 那时酒政对法老说、我今
日想起我的罪来．
Gen 41:10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
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
Gen 41:11 我们二人同夜各作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Gen 41:12 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
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
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
梦圆解、是按着各人的梦圆解的。
Gen 41:13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
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
挂起来了。
Gen 41:14 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
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
Gen 41:15 法老对约瑟说、我作了一
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
听了梦就能解。
Gen 41:16 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
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
老。
Gen 41:17 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
站在河边．
Gen 41:18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
Gen 41:19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一章

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Gen 41:20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吃尽了那以先的七只肥母牛。
Gen 41:21 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
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
样．我就醒了。
Gen 41:22 我又梦见一棵麦子、长了
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
Gen 41:23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
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
Gen 41:24 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
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
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Gen 41:25 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
乃是一个、 神已将所要作的事
指示法老了。
Gen 41:26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
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
Gen 41:27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
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
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
七年．都是七个荒年。
Gen 41:28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显明给法老
了。
Gen 41:29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
年．
Gen 41:30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
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Gen 41:31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
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Gen 41:32 至于法老两回作梦、是因
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
Gen 41:33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
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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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那忒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
提非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为妻。
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Gen 41:46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
Gen 41:35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
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
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 41:46 去遍行埃及全地。
创 37:2
存在各城里作食物、归于法老的
Gen 41:47 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
41:55
手下。
极丰极盛〔原文作一把一把的〕。
约 4:34
Gen 41:36 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
Gen 41:48 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
41:56
创
12:10
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
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
诗 105:16
摩
8:11
地被饥荒所灭。
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
启 18:8
Gen 41:37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
积存在本城里。
41:56
这事为妙。
Gen 41:49 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
粜:音跳意
Gen 41:38 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 卖粮
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
籴:音狄意
人、有 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 买粮
可胜数。
岂能找得着呢。
Gen 41:50 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
Gen 41:39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将
司波提非拉的女儿亚西纳给约
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
瑟生了两个儿子．
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Gen 41:51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玛拿
Gen 41:40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
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
民都必听从你的话、惟独在宝座
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上我比你大。
和我父的全家。
Gen 41:41 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
Gen 41:52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
治理埃及全地。
〔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
Gen 41:42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
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
Gen 41:53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
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
Gen 41:54 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
上。
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惟独
Gen 41:43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
埃及全地有粮食。
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
Gen 41:55 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
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
Gen 41:44 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
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
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
所说的你们都要作。
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作动手动
Gen 41:56 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
脚〕。
开了各处的仓、粜粮给埃及人．
Gen 41:45 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发
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Gen 41:34 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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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41:57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

Gen 42:13 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

约瑟那里籴粮、因为天下的饥荒
甚大。

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
有一个没有了。
第四十二章
Gen 42:14 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
Gen 42:1 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
细、这话实在不错、
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
Gen 42:15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
42:6
Gen 42:2 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
粜:音跳意 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
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籴些来、使 卖粮
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
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
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了．
Gen 42:3 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
Gen 42:16 须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
埃及籴粮去了。
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
Gen 42:4 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
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验你
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
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
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
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
Gen 42:5 来籴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
细。
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Gen 42:17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
Gen 42:6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
监里三天。
粜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
Gen 42:18 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
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
我是敬畏 神的、你们照我的话
下拜。
行、就可以存活．
Gen 42:7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
Gen 42:19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
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
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
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那
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
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
们家里的饥荒．
籴粮。
Gen 42:20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
Gen 42:8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
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
却不认得他。
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
Gen 42:9 约瑟想起从前所作的那两
样而行。
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
Gen 42:21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
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
Gen 42:10 他们对他说、我主阿、不
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
是的、仆人们是籴粮来的、
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
Gen 42:11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
上。
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Gen 42:22 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
Gen 42:12 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
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么、只是
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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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
我们追讨。
Gen 42:23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
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
Gen 42:24 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
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
捆绑。
Gen 42:25 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
他们的器具、把各人的银子归还
在各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
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
Gen 42:26 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
离开那里去了。
Gen 42:27 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
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
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
里．
Gen 42:28 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
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
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
此说、这是 神向我们作什么呢。
Gen 42:29 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
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
告诉他、说、
Gen 42:30 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
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
细。
Gen 42:31 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
人、并不是奸细．
Gen 42:32 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都
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
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
迦南地。
Gen 42:33 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
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
His Faith

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
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
里的饥荒．
Gen 42:34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
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
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
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
这地作买卖。
Gen 42:35 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各
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
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
Gen 42:36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
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
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
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
到我身上了。
Gen 42:37 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
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
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
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
Gen 42:38 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
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
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
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第四十三章
Gen 43:1 那地的饥荒甚大。
Gen 43:2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

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
你们再去给我籴些粮来。
Gen 43:3 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的
诰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
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
面。
Gen 43:4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
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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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43:5 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

儿子、就丧了罢。
Gen 43:15 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
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
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
前。
Gen 43:16 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
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
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
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
Gen 43:17 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
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Gen 43:18 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
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
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
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
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
抢夺我们的驴。
Gen 43:19 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
在屋门口和他说话、
Gen 43:20 说、我主阿、我们头次下
来实在是要籴粮。
Gen 43:21 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
们打开口袋、不料各人的银子分
量足数、仍在各人的口袋内、现
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
Gen 43:22 另外又带下银子来籴粮、
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
的口袋里。
Gen 43:23 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
不要害怕、是你们的 神、和你
们父亲的 神、赐给你们财宝在
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
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
他们。
Gen 43:24 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
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

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
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
就不得见我的面。
Gen 43:6 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
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
呢。
Gen 43:7 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
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
们的父亲还在么．你们还有兄弟
么。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
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
兄弟带下来呢。
Gen 43:8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
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
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
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
Gen 43:9 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
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
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
Gen 43:10 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
二次都回来了。
Gen 43:11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
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
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
蜂蜜、香料、没药、榧子、杏仁、
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
给那人作礼物。
Gen 43:12 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
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
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
Gen 43:13 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
去见那人。
Gen 43:14 但愿全能的
神使你们
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
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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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料喂驴。
Gen 43:25 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
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
那里吃饭。
Gen 43:26 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
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
伏在地向他下拜。
Gen 43:27 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
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
人家平安么．他还在么。
Gen 43:28 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
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
低头下拜。
Gen 43:29 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
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向我所
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么．
又说、小儿阿、愿 神赐恩给你。
Gen 43:30 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
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
里、哭了一场。
Gen 43:31 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
吩咐人摆饭。
Gen 43:32 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
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
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
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
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
恶的。
Gen 43:33 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
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
众弟兄就彼此诧异。
Gen 43:34 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
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
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
和约瑟一同宴乐。

His Faith

第四十四章
Gen 44:1 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

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
驴所能驮的、又把各人的银子放
在各人的口袋里。
Gen 44:2 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
人籴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
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
了。
Gen 44:3 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
驴走了。
Gen 44:4 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
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
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
恶报善呢。
Gen 44:5 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么、
岂不是他占卜用的么、你们这样
行是作恶了。
Gen 44:6 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
对他们说了。
Gen 44:7 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
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作
这样的事。
Gen 44:8 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
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
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
窃金银呢。
Gen 44:9 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
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作我
主的奴仆。
Gen 44:10 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
话行罢、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
作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
Gen 44:11 于是他们各人急忙把口
袋卸在地上、各人打开口袋。
Gen 44:12 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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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
的口袋里搜出来。
Gen 44:13 他们就撕裂衣服、各人把
驮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
Gen 44:14 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
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
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Gen 44:15 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作的
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
样的人必能占卜么。
Gen 44:16 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
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
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 神已经
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
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
奴仆。
Gen 44:17 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
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作我
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
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Gen 44:18 犹大挨近他说、我主阿、
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
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
法老一样。
Gen 44:19 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
有父亲有兄弟没有。
Gen 44:20 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
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
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
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
他。
Gen 44:21 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
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
Gen 44:22 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
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
必死。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四章

Gen 44:23 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

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
不得再见我的面。
Gen 44:24 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
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Gen 44:25 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
给我籴些粮来。
Gen 44:26 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
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
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
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
的面。
Gen 44:27 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
个儿子。
Gen 44:28 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
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
没有见他．
Gen 44:29 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
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
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
下阴间去了。
Gen 44:30 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
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
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
Gen 44:31 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
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
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
的下阴间去了。
Gen 44:32 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
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
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
远担罪。
Gen 44:33 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
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
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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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44:34 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

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
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第四十五章
45:3
Gen 45:1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

惊惶:

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 诗 6:3
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 45:6
创 41:46
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Gen 45:2 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
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Gen 45:3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
约瑟、我的父亲还在么．他弟兄
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
Gen 45:4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
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
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
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Gen 45:5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
里、自忧自恨、这是 神差我在
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Gen 45:6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
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
成。
Gen 45:7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
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Gen 45:8 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
的不是你们、乃是 神、他又使
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Gen 45:9 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
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
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请你下
到我这里来、不要耽延。
Gen 45:10 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
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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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
Gen 45:11 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
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
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
Gen 45:12 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
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
你们说话。
Gen 45:13 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
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
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
父亲搬到我这里来。
Gen 45:14 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
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
的颈项上哭。
Gen 45:15 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
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
话。
Gen 45:16 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
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
他的臣仆都很喜欢。
Gen 45:17 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
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
驮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
去。
Gen 45:18 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
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
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
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
Gen 45:19 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
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
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
亲都搬来。
Gen 45:20 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
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
都是你们的。
Gen 45:21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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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
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
Gen 45:22 又给他们各人一套衣服、
惟独给便雅悯三百银子、五套衣
服．
46:4
Gen 45:23 送给他父亲公驴十匹、驮
约 14:18
着埃及的美物、母驴十匹、驮着
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
用。
Gen 45:24 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
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
路上相争。
Gen 45:25 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
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Gen 45:26 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
且作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
冰凉、因为不信他们。
Gen 45:27 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
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
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
的车辆、心就苏醒了。
Gen 45:28 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
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
我要去见他一面。

第四十六章
Gen 46:1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

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
亲以撒的 神。
Gen 46:2 夜间
神在异象中对以色
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
里。
Gen 46:3
神说、我是 神、就是你
父亲的 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
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
族。
Gen 46:4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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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
〔原文作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
Gen 46:5 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以

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
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
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
Gen 46:6 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
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
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
Gen 46:7 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
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
一同带到埃及。
Gen 46:8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
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
雅各的长子是流便。
Gen 46:9 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
希斯伦、迦米。
Gen 46:10 西缅的儿子是耶母利、雅
悯、阿辖、雅斤、琐辖．还有迦南
女子所生的扫罗。
Gen 46:11 利未的儿子是革顺、哥辖、
米拉利。
Gen 46:12 犹大的儿子是珥、俄南、
示拉、法勒斯、谢拉．惟有珥与
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
是希斯伦、哈母勒。
Gen 46:13 以萨迦的儿子是陀拉、普
瓦、约伯、伸仑。
Gen 46:14 西布伦的儿子是西烈、以
伦、雅利。
Gen 46:15 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
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
儿孙共有三十三人。
Gen 46:16 迦得的儿子是洗非芸、哈
基、书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
亚列利。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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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46:17 亚设的儿子是音拿、亦施

Gen 46:30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

瓦、亦施韦、比利亚、还有他们
的妹子西拉。比利亚的儿子是希
别、玛结。
46:27
Gen 46:18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
出 1:5
的婢女悉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徒 7:14
共有十六人。
Gen 46:19 雅各之妻拉结的儿子是
约瑟、和便雅悯。
Gen 46:20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玛拿
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
提非拉的女儿亚西纳给约瑟生
的。
Gen 46:21 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
结、亚实别、基拉、乃幔、以希、
罗实、母平、户平、亚勒．
Gen 46:22 这是拉结给雅各所生的
儿孙、共有十四人。
Gen 46:23 但的儿子是户伸。
Gen 46:24 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
沽尼、耶色、示冷。
Gen 46:25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
的婢女辟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七人。
Gen 46:26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
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
共有六十六人。
Gen 46:27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
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
有七十人。
Gen 46:28 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
瑟、请派人引路往歌珊去．于是
他们来到歌珊地。
Gen 46:29 约瑟套车往歌珊去、迎接
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
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

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
我也甘心。
Gen 46:31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
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
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
来了。
Gen 46:32 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
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
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Gen 46:33 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
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
Gen 46:34 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
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
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
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
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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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47:1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

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
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
了、如今在歌珊地。
Gen 47:2 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
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
Gen 47:3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
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
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
也是牧羊的。
Gen 47:4 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
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
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
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
Gen 47:5 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
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Gen 47:6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七章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七章

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
Gen 47:17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
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
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
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
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
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
47:9
Gen 47:7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
们。
创 41:46
创
45:6
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Gen 47:18 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
雅各 130
Gen 47:8 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 岁下埃及: 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
AM 2238
年日是多少呢。
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
Gen 47:9 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
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
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岁、我平生
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
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
剩。
在世寄居的年日。
Gen 47:19 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
Gen 47:10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
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
法老面前出去了。
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
Gen 47:11 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
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
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
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
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
不至荒凉。
产业。
Gen 47:20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
Gen 47:12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
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
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
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
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就都归了法老。
Gen 47:13 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
Gen 47:21 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
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
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
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
归各城。
Gen 47:14 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
Gen 47:22 惟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
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
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常
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
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常俸、所
老的宫里。
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Gen 47:15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
Gen 47:23 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
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
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
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
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
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
以种地。
面前呢。
Gen 47:24 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
Gen 47:16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
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
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
以归你们作地里的种子、也作你
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创世记 (创) Gen 第四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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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47:25 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

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
我们就作法老的仆人。
47:29
Gen 47:26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
创 24:2
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
47:31*
王上 1:47
一、惟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Gen 47:27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
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
且生育甚多。
Gen 47:28 雅各住在埃及地十七年、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一百四十七
岁。
Gen 47:29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
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
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
大腿底下*、用慈爱和信实a待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Gen 47:30 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
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
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
着你的命而行。
Gen 47:31 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
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
在床头上*〔或作扶着杖头〕敬拜
神。
*

第四十八章
Gen 48:1 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

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
个儿子玛拿西和以法莲同去。
Gen 48:2 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
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
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Gen 48:3 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
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

赐福与我。
Gen 48:4 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
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
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Gen 48:5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
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
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
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Gen 48:6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
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
的名下得产业。
Gen 48:7 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
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
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
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
法他就是伯利恒。
Gen 48:8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
子、就说、这是谁。
Gen 48:9 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
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
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
给他们祝福。
Gen 48:10 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
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
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
们。
Gen 48:11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
到得见你的面、不料、 神又使
我得见你的儿子。
Gen 48:12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
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
地下拜。
Gen 48:13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
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
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
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

a Gen 47:29 和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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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到以色列的跟前。
第四十九章
Gen 48:14 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
Gen 49:1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
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
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
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
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
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
Gen 49:2 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
48:20
Gen 48:15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
代上 5:1 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
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 耶 31:9 话
诗 78:67
。
奉的 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
Gen 49:3 流便哪、你是我的长子、
48:22
今日的 神、
代上 5:1-2 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本当
、
Gen 48:16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
大有尊荣、权力超众．
49:4
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 创 35:22 Gen 49:4 但你放纵情欲 滚沸如水
、
、
代上 5:1
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
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
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 49:10
民 24:17 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
但 9:24
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Gen 49:5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
太 11:3
约 6:14
Gen 48:17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
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 49:11 Gen 49:6 我的魂阿a 不要与他们同
、
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 启 19:13 谋 我的荣耀哪b 不要与他们联
、
、
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
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
Gen 48:18 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
意砍断牛腿大筋．
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
Gen 49:7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
手按在他的头上。
们的忿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
Gen 48:19 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
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
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
地中。
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
Gen 49:8 犹大阿、你弟兄们必赞美
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
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
族。
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Gen 48:20 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
Gen 49:9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阿、
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
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
愿 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
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
Gen 49:10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
Gen 48:21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
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c〔就是赐
死了、但 神必与你们同在、领
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Gen 49:11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
Gen 48:22 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
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
a Gen 49:6 我的魂阿 yv!p=n~ 和合本译作我的灵阿
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
b Gen 49:6 我的... yd]b)K= 和合本译作我的心哪
c Gen 49:10 细罗 hOyv! 原文作属于他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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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
汁中洗了袍褂。
Gen 49:12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
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Gen 49:13 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
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
西顿。
Gen 49:14 以萨迦是个强壮的驴、卧
在羊圈之中．
Gen 49:15 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地为
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
人。
Gen 49:16 但必审判他的民、如同以
色列的另一支派a。
Gen 49:17 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
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
后。
Gen 49:18 耶和华阿、我向来等候你
的救恩。
Gen 49:19 迦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
要追逼他们的脚跟。
Gen 49:20 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粮
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Gen 49:21 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
鹿、他出嘉美的言语。
Gen 49:22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
探出墙外。
Gen 49:23 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
箭、逼迫他．
Gen 49:24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
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
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
大能者．

Gen 49:25 你父亲的

49:16
创 30:6

49:29
创 23:19

第五十章
Gen 50:1 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

a Gen 49:16 但必... .la@r`c=y] yf@b=v! dj^a^K= w{Mu^
/yd]y` /D` 和合本译作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以色
列支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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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
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
福、都赐给你。
Gen 49:26 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
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岭、
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
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
的顶上。
Gen 49:27 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
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
夺的。
Gen 49:28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
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
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
是按着各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Gen 49:29 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
归到我列祖〔原文作本民〕那里、
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仑田
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
Gen 49:30 就是在迦南地幔利前、麦
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
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仑买来为业、
作坟地的。
Gen 49:31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
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
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
那里葬了利亚。
Gen 49:32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
向赫人买的。
Gen 49:33 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
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
祖〔原文作本民〕那里去了。

哭、与他亲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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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50:2 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

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
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仑
买来为业作坟地的。
Gen 50:14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
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
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Gen 50:15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
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
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
足的报复我们。
Gen 50:16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
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
Gen 50:17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
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
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
恕你父亲 神之仆人的过犯．他
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
Gen 50:18 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
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Gen 50:19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 神呢。
Gen 50:2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
我、但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
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
光景．
Gen 50:21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
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Gen 50:22 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
住在埃及．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
Gen 50:23 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
的子孙．玛拿西的孙子玛吉的儿
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Gen 50:24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
死了、但 神必定看顾你们、领
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

用香料薰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
薰了以色列。
Gen 50:3 薰尸的常例是四十天、那
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
七十天。
Gen 50:4 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
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
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
Gen 50:5 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
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
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
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
必回来。
Gen 50:6 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
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
Gen 50:7 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
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
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
长老．
Gen 50:8 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
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
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
群、都留在歌珊地．
Gen 50:9 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
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
Gen 50:10 他们到了约但河外、亚达
的禾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号啕痛
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
Gen 50:11 迦南的居民、见亚达禾场
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
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
亚伯麦西、是在约但河东。
Gen 50:12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
父亲所吩咐的办了、
Gen 50:13 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幔
创世记 (创) Gen 第五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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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50:25
Gen 50:25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
出 13:19
誓、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你 书 24:32
来 11:22
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Gen 50:26 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将他薰了、把他收殓在
棺材里、停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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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一章
Exo 1:1 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

1:5

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 创 46:27
徒 7:14
字记在下面。
1:10
Exo 1:2 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 创 15:13
Exo 1:3 以萨迦、西布伦、便雅悯、 出 12:40
Exo 1:4 但、拿弗他利、迦得、亚设。 1:16
启 12:4
Exo 1:5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
1:19
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
创 19:7
书 2:5
Exo 1:6 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
路 20:8
代的人都死了。
1:22
Exo 1:7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 启 12:15
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Exo 1:8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治理埃及。
Exo 1:9 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
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
盛．
Exo 1:10 来罢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
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
什么争战的事、就连合我们的仇
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Exo 1:11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
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
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
和兰塞。
Exo 1:12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
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
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Exo 1:13 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
作工。
Exo 1:14 使他们因作苦工觉得命苦、
无论是和泥、是作砖、是作田间
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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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他们。
Exo 1:15 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
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
对他们说、
Exo 1:16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
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
存活。
Exo 1:17 但是收生婆敬畏
神、不
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
的性命。
Exo 1:18 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
你们为什么作这事、存留男孩的
性命呢。
Exo 1:19 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
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
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原文作活泼
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
经生产了。
Exo 1:20
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
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Exo 1:21 收生婆因为敬畏
神、
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Exo 1:22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
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
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
留他的性命。

第二章
Exo 2:1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

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Exo 2:2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
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Exo 2:3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
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
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
的芦荻中。
FOJC.NET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章
Exo 2:4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

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2:10
Exo 2:5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
撒下
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 22:17
诗 18:16
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
2:14
拿来。
徒 7:27
Exo 2:6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
2:15
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 启 12:14
3:1*
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申 1:6
Exo 2:7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
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
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
可以。
Exo 2:8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
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Exo 2:9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
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
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Exo 2:10 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
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
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
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Exo 2:11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
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
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
弟兄．
Exo 2:12 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
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Exo 2:13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
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
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Exo 2:14 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
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
像杀那埃及人么。摩西便惧怕、
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Exo 2:15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
His Faith

69

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
居住。
Exo 2:16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
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
打满了槽、要饮父亲的群羊。
Exo 2:17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
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饮
了他们的群羊。
Exo 2:18 他们来到父亲流珥那里、
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
呢。
Exo 2:19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
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
们打水饮了群羊。
Exo 2:20 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
那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
们去请他来吃饭。
Exo 2:21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
人把他的女儿西坡拉给摩西为
妻。
Exo 2:22 西坡拉生了一个儿子、摩
西给他起名叫革舜、意思说、因
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Exo 2:23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
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于 神。
Exo 2:24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
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所立的约。
Exo 2:25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
道他们的苦情。

第三章
Exo 3:1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

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
外去、到了 神的山、就是何烈
山*。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章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章
Exo 3:2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

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
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3:5*
Exo 3:3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
书 5:15
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徒 7:33
Exo 3:4 耶和华
神见他过去要看、 3:14*
可 14:62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 约 11:25
他说、我在这里。
3:15
Exo 3:5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 太 28:19
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
站之地是圣地．
Exo 3:6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
神、
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
雅各的 神。摩西蒙上脸、因为
怕看 神。
Exo 3:7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
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
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
的痛苦。
Exo 3:8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
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
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
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
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Exo 3:9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
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
压他们。
Exo 3:10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
Exo 3:11 摩西对
神说、我是什么
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呢。
Exo 3:12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
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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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这山上事奉我、这就是我打
发你去的证据。
Exo 3:13 摩西对
神说、我到以色
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
的 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
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
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Exo 3:14
神对摩西说、我是我所
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
说、那位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
里来。a
Exo 3:15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
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
宗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
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记念、直
到万代。b
Exo 3:16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
的 神、雅各的 神、向我显现、
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
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Exo 3:17 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
a Exo 3:14
神对...
rm#aY{w~ hy\ha
= # rv#a& hy\ha
= # hv#m}-la# <yh!Oa$ rm#aY{w~
.<k#yl@a& yn]j^l*v= hy\ha
= # la@r`c=y] yn}b=l! rm^at) hK)
和合本译作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
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
你们这里来。
b Exo 3:15
神又...
yn}B=-la# rm^at)-hK) hv#m)-la# <yh!Oa$ dou rm#aY{w~
<h*r`b=a^ yh@Oa$ <k#yt@b)a& yh@Oa$ hw`hy+ la@r`c=y]
<k#yl@a& yn]j^l*v= bq)u&y~ yh@Oaw} qj*x=y] yh@Oa$
.rD) rd)l= yr]k=z] hz\w+ <l*u)l= ym!V=-hz\
和合本译作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
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
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打发我到你
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
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FOJC.NET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章

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
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
奶与蜜之地。
3:22
Exo 3:18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
弗 4:8
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 诗 68:12
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 神、遇 4:11
约 9:3
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 诗 94:9
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 4:12*
申 18:18
耶和华我们的 神。
耶 1:9
Exo 3:19 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 太 10:19
路 12:12
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Exo 3:20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
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
后他才容你们去。
Exo 3:21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
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
空手而去．
Exo 3:22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
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
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
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
物夺去了。

第四章
Exo 4:1 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

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
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Exo 4:2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
是什么．他说、是杖。
Exo 4:3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
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
Exo 4:4 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
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
中仍变为杖。
Exo 4:5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
们祖宗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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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是向你显现了。
Exo 4:6 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
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
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痲疯、
有雪那样白。
Exo 4:7 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
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
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
原、与周身的肉一样。
Exo 4:8 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
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
信第二个神迹。
Exo 4:9 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
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
在旱地上变作血。
Exo 4:10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阿、我
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
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
是拙口笨舌的。
Exo 4:11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
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
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么．
Exo 4:12 现在去罢、我必赐你口才、
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Exo 4:13 摩西说、主阿、你愿意打发
谁、就打发谁去罢。
Exo 4:14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
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么、我
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
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
Exo 4:15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
你们所当行的事。
Exo 4:16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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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
神。
4:23-24
Exo 4:17 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
诗 33:9
诗 147:15
迹。
Exo 4:18 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忒
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
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
不在。叶忒罗对摩西说、你可以
平平安安的去罢。
Exo 4:19 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
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
人都死了。
Exo 4:20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
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
摩西手里拿着 神的杖。
Exo 4:2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
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
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
我要使〔或作任凭下同〕他的心刚
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Exo 4:22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
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
长子．
Exo 4:23 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
去好事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Exo 4:24 之后在路上住宿的地方、
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a。
Exo 4:25 西坡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
他儿子的阳皮、丢在摩西脚前、
说、你真是我的血郎了。
Exo 4:26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
坡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郎了。
Exo 4:27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
a Exo 4:24 之后... .w{tym!h& vQ}b^y+w~ hw`hy+ Whv@G+p=Y]w~
/olM*B^ Er\D\b^ yh!y+w~ 和合本译作摩西在路上住宿
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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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 神
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
Exo 4:28 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
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
都告诉了亚伦。
Exo 4:29 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
的众长老。
Exo 4:30 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
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
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
Exo 4:31 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
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
困苦、就低头下拜。

第五章
Exo 5:1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这样说、容
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Exo 5:2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
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
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
去。
Exo 5:3 他们说、希伯来人的
神
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
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
我们的 神、免得他用瘟疫、刀
兵、攻击我们。
Exo 5:4 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
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
们去担你们的担子罢。
Exo 5:5 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
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
下担子。
Exo 5:6 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
长说、
Exo 5:7 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
作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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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
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
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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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
虚谎的言语。
Exo 5:10 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
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
Exo 5:11 你们自己在那里能找草、
就往那里去找罢、但你们的工一
点不可减少。
Exo 5:12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
捡碎秸当作草。
Exo 5:13 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
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
Exo 5:14 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
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
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作砖、
完你们的工作呢。
Exo 5:15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
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
Exo 5:16 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
且对我们说、作砖罢．看哪、你
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Exo 5:17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
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
去祭祀耶和华。
Exo 5:18 现在你们去作工罢、草是
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
Exo 5:19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
们每天作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
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
Exo 5:20 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
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Exo 5:21 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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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
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
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Exo 5:22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主阿、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Exo 5:23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
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
也没有拯救他们。

第六章
Exo 6:1 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

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
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
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Exo 6:2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
华．
Exo 6:3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显现为全能的 神、至于
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Exo 6:4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
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
们。
Exo 6:5 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
人苦待的哀声、我也记念我的约。
Exo 6:6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
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
脱离他们的重担、不作他们的苦
工。
Exo 6:7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也要作你们的 神、你们要知
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是救
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Exo 6:8 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
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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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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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Exo 6:10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6:11 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
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Exo 6:12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
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
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
Exo 6:13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
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Exo 6:14 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
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
哈诺、法路、希斯仑、迦米．这是
流便的各家。
Exo 6:15 西缅的儿子是耶母利、雅
悯、阿辖、雅斤、琐辖、和迦南女
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
Exo 6:16 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
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革顺、
哥辖、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
是一百三十七岁。
Exo 6:17 革顺的儿子按着家室、是
立尼、示每。
Exo 6:18 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
哈、希伯伦、乌薛．哥辖一生的
岁数是一百三十三岁。
Exo 6:19 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
母示．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
们的后代。
Exo 6:20 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
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
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一百三十
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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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6:21 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

斐、细基利。
Exo 6:22 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
利撒反、西提利。
Exo 6:23 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
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
他生了拿答、亚比户、以利亚撒、
以他玛。
Exo 6:24 可拉的儿子是亚惜、以利
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
家。
Exo 6:25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
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
生了非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
都按着他们的家。
Exo 6:26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
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Exo 6:27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
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
摩西亚伦。
Exo 6:28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
说话的日子、
Exo 6:29 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
埃及王法老。
Exo 6:30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
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
肯听我呢。

第七章
Exo 7:1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

在法老面前代替 神、你的哥哥
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Exo 7:2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
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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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7:5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
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Exo 7:6 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
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
Exo 7:7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
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
Exo 7:8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Exo 7:9 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
件奇事罢、你就吩咐亚伦说、把
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
Exo 7:10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
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
蛇。
Exo 7:11 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
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
邪术照样而行。
Exo 7:12 他们各人丢下自己的杖、
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
们的杖。
Exo 7:13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
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Exo 7:14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
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
Exo 7:15 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
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
那变过蛇的杖、
Exo 7:16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
的 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
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事奉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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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还是不听．
Exo 7:17 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
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
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
华。
Exo 7:18 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
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
水。
Exo 7:19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
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
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
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
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
中、都必有血。
Exo 7:20 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
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
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
都变作血了。
Exo 7:21 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
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
埃及遍地都有了血。
Exo 7:22 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
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
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Exo 7:23 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
事放在心上。
Exo 7:24 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
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
里的水。
Exo 7:25 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
天。

第八章
Exo 8:1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

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
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Exo 8:2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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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
Exo 8:3 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
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
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
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
和你的抟面盆．
Exo 8:4 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
臣仆的身上。
Exo 8:5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
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
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Exo 8:6 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
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
Exo 8:7 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
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Exo 8:8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
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
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
耶和华。
Exo 8:9 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罢、
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
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
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
Exo 8:10 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
照你的话罢、好叫你知道没有像
耶和华我们 神的。
Exo 8:11 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
河里。
Exo 8:12 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
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
耶和华。
Exo 8:13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
死了。
Exo 8:14 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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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都腥臭。
Exo 8:15 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
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
说的。
Exo 8:16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
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
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
子〔或作虼蚤下同〕。
Exo 8:17 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
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
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
尘土、都变成虱子了。
Exo 8:18 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
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
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
Exo 8:19 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
是 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
说的。
Exo 8:20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
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
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Exo 8:21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
要叫成群的螥蝇到你和你臣仆、
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
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
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螥蝇。
Exo 8:22 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
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
螥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
和华。
Exo 8:23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
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
Exo 8:24 耶和华就这样行、螥蝇成
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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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
成群的螥蝇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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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8:25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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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 神
罢。
Exo 8:26 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 神．若把埃
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
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么。
Exo 8:27 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
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 神所
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Exo 8:28 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
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 神、只是
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
Exo 8:29 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
华、使成群的螥蝇明天离开法老、
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
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
去祭祀耶和华。
Exo 8:30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
和华。
Exo 8:31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叫成群的螥蝇离开法老、和他的
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
留下。
Exo 8:32 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
容百姓去。

第九章
Exo 9:1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

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
来人的 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
去、好事奉我。
Exo 9:2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
强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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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9:3 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

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
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
Exo 9:4 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
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
的、一样都不死。
Exo 9:5 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
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
Exo 9:6 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
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
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
Exo 9:7 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
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
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
Exo 9:8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
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
面前向天扬起来。
Exo 9:9 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
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
起泡的疮。
Exo 9:10 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
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
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
的疮。
Exo 9:11 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
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
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
Exo 9:12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
说的。
Exo 9:13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
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 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Exo 9:14 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
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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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
有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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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遍天下。
Exo 9:17 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
容他们去么。
Exo 9:18 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
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
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
Exo 9:19 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
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
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
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必死。
Exo 9:20 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
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
跑进家来。
Exo 9:21 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
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
留在田里。
Exo 9:22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
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
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
都有冰雹。
Exo 9:23 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
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
华下雹在埃及地上。
Exo 9:24 那时、雹与火搀杂、甚是利
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
有这样的。
Exo 9:25 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
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
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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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9:26 惟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

地、没有冰雹。
Exo 9:27 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
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
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
是邪恶的。
Exo 9:28 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
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
不再留住你们。
Exo 9:29 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
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
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
是属耶和华的。
Exo 9:30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
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 神。
Exo 9:31 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
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
Exo 9:32 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
打、因为还没有长成。
Exo 9:33 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
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
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
Exo 9:34 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
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
着心。
Exo 9:35 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
列人去、正如耶和华藉着摩西所
说的。

第十章
Exo 10: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

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
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
迹．
Exo 10:2 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
作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
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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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Exo 10:3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 神、
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
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
事奉我。
Exo 10:4 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
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
Exo 10:5 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
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
长的一切树木。
Exo 10:6 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
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
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
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
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
离开法老出去。
Exo 10:7 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
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
容这些人去、事奉耶和华他们的
神罢．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
知道么。
Exo 10:8 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
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事
奉耶和华你们的 神、但那要去
的是谁呢。
Exo 10:9 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
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
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
向耶和华守节。
Exo 10:10 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
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
华与你们同在罢．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或作你们

去事奉耶和华罢、因为这是你们
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
撵出去。
Exo 10:12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
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
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
剩的。
Exo 10:13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
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
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
刮了来。
Exo 10:14 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
境、甚是利害、以前没有这样的、
以后也必没有。
Exo 10:15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
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
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
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
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Exo 10:16 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
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
的 神、又得罪了你们。
Exo 10:17 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
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 神、
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Exo 10:18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
和华。
Exo 10:19 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
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
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Exo 10:20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
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Exo 10:2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
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
乎摸得着。
Exo 10:22 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

存着恶意〕、
Exo 10:11 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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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乌黑了三天。
Exo 10:23 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惟有以
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Exo 10:24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
们去事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
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
可以和你们同去。
Exo 10:25 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
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
祀耶和华我们的 神。
Exo 10:26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
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
中取出来、事奉耶和华我们的
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
什么事奉耶和华。
Exo 10:27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
硬、不肯容他们去。
Exo 10:28 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
去罢、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
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
必死。
Exo 10:29 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
不再见你的面了。

Exo 11:4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
10:23
赛 21:12

11:5
诗 78:51

12:2
出 13:4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Exo 12:1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

Exo 11:1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

亚伦说、
Exo 12:2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
一年之首。
Exo 12:3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
羊羔、一家一只。
Exo 12:4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
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
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
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Exo 12:5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
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
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
这地出去。
Exo 11:2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
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
器。
Exo 11:3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
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
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十二章

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
Exo 11:5 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
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
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
必死。
Exo 11:6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
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
Exo 11:7 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
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
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
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Exo 11:8 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
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
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
西气忿忿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Exo 11:9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
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
多起来。
Exo 11:10 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
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
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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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
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
取、都可以．
除了预备各人所要吃的以外、无
12:6*
Exo 12:6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
论何工、都不可作。
在二黄昏
*
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 之间:既十 Exo 12:17 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
四日黄昏
羔宰了。
至十五日 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
晚上.
Exo 12:7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
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
12:11*
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 赛 31:5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罗 3:25
上。
Exo 12:18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
Exo 12:8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 12:15
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
林前 5:8
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Exo 12:19 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
12:18
Exo 12:9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
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
太 26:17
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
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
烤了吃。
以色列的会中剪除。
Exo 12:10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
Exo 12:20 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
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Exo 12:11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
Exo 12:21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
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
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
*
这是耶和华的逾越 节。
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
Exo 12:12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
羊羔宰了。
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
Exo 12:22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
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
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
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
Exo 12:13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
直到早晨。
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
Exo 12:23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
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
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
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
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
你们。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
Exo 12:14 你们要记念这日、守为耶
你们。
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
Exo 12:24 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
远的定例。
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
Exo 12:15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
Exo 12:25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
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
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
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
守这礼。
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
Exo 12:26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
剪除。
这礼是什么意思。
Exo 12:16 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
Exo 12:27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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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
Exo 12:38 又有许多闲杂人 、并有
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
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
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
Exo 12:39 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
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
Exo 12:28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
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
12:38
民
11:4
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不能耽延、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
Exo 12:29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 12:40
么食物。
创 15:13
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
Exo 12: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
12:41
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 以色列出 四百三十年。
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 埃及:
Exo 12:41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
AM 2668
参看:
都杀了。
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
创 47:9
Exo 12:30 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 雅各 130 出来了。
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 岁下埃及:
Exo 12:42 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
AM
2238+430
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AM2668 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
Exo 12:31 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
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
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
世代代该谨守的。
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
Exo 12:43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
去事奉耶和华罢．
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
Exo 12:32 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
吃这羊羔。
牛群带着走罢、并要为我祝福。
Exo 12:44 但各人用银子买的奴仆、
Exo 12:33 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
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
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
Exo 12:45 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
我们都要死了。
可吃。
Exo 12:34 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
Exo 12:46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
面、把抟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
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
肩头上。
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
Exo 12:35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
断。
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
Exo 12:47 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
裳。
礼。
Exo 12:36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
Exo 12:48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
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
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
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
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
去了。
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
Exo 12:37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
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
疏割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
羊羔。
男人约有六十万。
Exo 12:49 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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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外人、同归一例。
Exo 12:50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
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
Exo 12:51 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
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
领出来。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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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13: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13:2 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

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
为圣归我。
Exo 13:3 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记
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
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
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
可吃。
Exo 13:4 亚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
出来的日子。
Exo 13:5 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
赫人、亚摩利人、希未人、耶布
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
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
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
Exo 13:6 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
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Exo 13:7 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
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
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Exo 13:8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
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
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
Exo 13:9 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
你额上作记念、使耶和华的律法
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
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
Exo 13:10 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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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这例。
Exo 13:11 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
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
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
Exo 13:12 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
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
公的都要属耶和华。
Exo 13:13 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
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
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
出来。
Exo 13:14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
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
之家领出来。
Exo 13:15 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
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
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
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
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
都赎出来。
Exo 13:16 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
你额上作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
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Exo 13:17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
利士地的道路虽近、 神却不领
他们从那里走、因为 神说、恐
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
去。
Exo 13:18 所以
神领百姓绕道而
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
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Exo 13:19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
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
严的起誓、对他们说、 神必眷
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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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同带上去。
Exo 13:20 他们从疏割起行、在旷野
边的以倘安营。
Exo 13:21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
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
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Exo 13:22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
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上了。
13:21
启 10:1

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
怕、向耶和华哀求。
Exo 14:11 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
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
旷野么、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Exo 14:12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
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
事埃及人么、因为服事埃及人比
死在旷野还好。
Exo 14:13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
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
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
见了。
Exo 14:14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
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Exo 14:1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
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
往前走。
Exo 14:16 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
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Exo 14:17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
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
Exo 14:18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Exo 14:19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
神
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
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
住。
Exo 14:20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
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

第十四章
Exo 14: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14:2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

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的中
间、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
Exo 14:3 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
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Exo 14:4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
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
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
了。
Exo 14:5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
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
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
再服事我们、这作的是什么事呢。
Exo 14:6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
领军兵同去．
Exo 14:7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
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
长。
Exo 14:8 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
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
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
Exo 14:9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
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
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希录对着
巴力洗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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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夜两下不得相近。
Exo 14:21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
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
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Exo 14:22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Exo 14:23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
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
着下到海中。
Exo 14:24 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
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Exo 14:25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
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
以色列人面前逃跑罢、因耶和华
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Exo 14:26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
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
的车辆、马兵身上。
Exo 14:27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
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
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
翻在海中。
Exo 14:28 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
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
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Exo 14:29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
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Exo 14:30 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
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
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
了。
Exo 14:31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
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
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His Faith

第十五章
Exo 15:1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

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
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
的投在海中。
Exo 15:2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
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
的 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
的 神、我要尊崇他。
Exo 15:3 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
耶和华。
Exo 15:4 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
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
沉于红海。
Exo 15:5 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
石头坠到深处。
Exo 15:6 耶和华阿、你的右手施展
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阿、你
的右手摔碎仇敌。
Exo 15:7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
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
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
Exo 15:8 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
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
水凝结。
Exo 15:9 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
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
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
亲手杀灭他们。
Exo 15:10 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
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
Exo 15:11 耶和华阿、众神之中谁能
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
可畏、施行奇事。
Exo 15:12 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
们．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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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15:13 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

Exo 15:25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

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
的圣所。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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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都消化了。
Exo 15:16 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
华阿、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
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
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
Exo 15:17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
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阿、就是
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阿、就
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Exo 15:18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
远远。
Exo 15:19 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
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
流淹没他们、惟有以色列人在海
中走干地。
Exo 15:20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
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他
出去拿鼓跳舞。
Exo 15:21 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
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
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Exo 15:22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
往前行、到了书珥的旷野、在旷
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
Exo 15:23 到了玛拉不能喝那里的
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玛
拉。
Exo 15:24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我们喝什么呢。

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
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
他们。
Exo 15:26 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
你 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
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
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
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
和华是医治你的。
Exo 15:27 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
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
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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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Exo 16:1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

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
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
Exo 16:2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
西、亚伦发怨言、
Exo 16:3 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
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
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
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
这全会众都饿死阿。
Exo 16:4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
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
去、每天收每天的分、我好试验
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Exo 16:5 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
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
一倍。
Exo 16:6 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
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Exo 16:7 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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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
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Exo 16:8 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
16:18
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 林后 8: 15
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
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
是向耶和华发的。
Exo 16:9 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
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
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
言了。
Exo 16:10 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
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Exo 16:1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16:12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
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
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
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 神。
Exo 16:13 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
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
有露水、
Exo 16:14 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
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
Exo 16:15 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
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
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
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Exo 16:16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棚
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
俄梅珥。
Exo 16:17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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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有少收的。
Exo 16:18 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
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Exo 16:19 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
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
Exo 16:20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
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Exo 16:21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各人
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
化了。
Exo 16:22 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
的食物、每人两俄梅珥．会众的
官长来告诉摩西。
Exo 16:23 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
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
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
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
的都留到早晨。
Exo 16:24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
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
子。
Exo 16:25 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
罢、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
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
Exo 16:26 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
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
Exo 16:27 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
收、什么也找不着。
Exo 16:2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
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
呢。
Exo 16:29 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
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
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各人要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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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
去。
Exo 16:30 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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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如同搀蜜的薄饼。
Exo 16:32 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
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珥吗哪留
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
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
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Exo 16:33 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
罐子、盛一满俄梅珥吗哪、存在
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
Exo 16:34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
伦就怎么行、把吗哪放在法柜前
存留。
Exo 16:35 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
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
是迦南的境界。〔俄梅珥乃伊法十
分之一〕

第十七章
Exo 17:1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

的吩咐、按着站口从汛的旷野往
前行、在利非订安营．百姓没有
水喝、
Exo 17:2 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
们水喝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
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
和华呢。
Exo 17:3 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
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
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Exo 17:4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
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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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石头打死我。
Exo 17: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
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
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
走过去。
Exo 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
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
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
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
这样行了。
Exo 17:7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
〔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
〔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
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Exo 17:8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订、
和以色列人争战。
Exo 17:9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
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
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 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Exo 17:10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
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
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
顶。
Exo 17:11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
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
得胜。
Exo 17:12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
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
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
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Exo 17:13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
王和他的百姓。
Exo 17:14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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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
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记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Exo 17:15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
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

述说与他岳父听。
Exo 18:9 叶忒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
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
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
Exo 18:10 叶忒罗说、耶和华是应当
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
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
的手下救出来。
Exo 18:11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
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
万神都大。
Exo 18:12 摩西的岳父叶忒罗、把燔
祭和平安祭献给 神．亚伦和以
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
岳父在 神面前吃饭。
Exo 18:13 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
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
左右。
Exo 18:14 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
姓所作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
姓作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
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
你的左右呢。
Exo 18:15 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
姓到我这里来求问 神。
Exo 18:16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
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
判．我又叫他们知道 神的律例、
和法度。
Exo 18:17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作的
不好。
Exo 18:18 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
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
不了。
Exo 18:19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
你出个主意、愿 神与你同在．

的意思〕。
Exo 17:16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

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

第十八章
Exo 18:1 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忒

罗、听见 神为摩西和 神的百
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
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
事．
Exo 18:2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坡拉、
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
Exo 18:3 又带着西坡拉的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革舜、因为摩西说、我
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Exo 18:4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
他说、我父亲的 神帮助了我、
救我脱离法老的刀。
Exo 18:5 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带着摩
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 神
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
方。
Exo 18:6 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
叶忒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
子、来到你这里。
Exo 18:7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
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
进了帐棚。
Exo 18:8 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
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
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
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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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替百姓到 神面前、将案件
奏告 神．
Exo 18:20 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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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18:21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
能的人、就是敬畏 神、信实a无
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
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
夫长、管理百姓．
Exo 18:22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
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
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
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
Exo 18:23 你若这样行、 神也这样
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
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
Exo 18:24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
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Exo 18:25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
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
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
夫长、十夫长。
Exo 18:26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
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
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
Exo 18:27 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
他就往本地去了。

第十九章
Exo 19: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
乃的旷野。
Exo 19:2 他们离了利非订来到西乃
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Exo 19:3 摩西到
神那里、耶和华

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
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Exo 19: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
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
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Exo 19:5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
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
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
的．
Exo 19:6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
以色列人。
Exo 19:7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
们面前陈明。
Exo 19:8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
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
西就将百姓的话回覆耶和华。
Exo 19:9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
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
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
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
的话奏告耶和华。
Exo 19:10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
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
洁、又叫他们洗衣服．
Exo 19:11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
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
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Exo 19:12 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
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
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
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
Exo 19:13 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
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
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角声拖长

a Exo 18:21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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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
Exo 19:14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
Exo 19:15 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
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
Exo 19:16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
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
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
Exo 19:17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
神、都站在山下。
Exo 19:18 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
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
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
动。
Exo 19:19 角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
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答应他。
Exo 19:20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
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
就上去。
Exo 19:2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
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
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Exo 19:22 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
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Exo 19:23 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
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
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
山成圣。
Exo 19:24 耶和华对他说、下去罢、
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
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
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Exo 19:25 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
告诉他们。

Exo 20:2 我是耶和华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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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Exo 20:1

神、曾
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Exo 20: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
的神。
Exo 20:4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
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
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Exo 20: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
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
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
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
Exo 20:6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
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Exo 20:7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
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
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Exo 20:8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Exo 20:9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
Exo 20:10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
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
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
Exo 20: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
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
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
息日、定为圣日。
Exo 20:12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Exo 20:13 不可杀人。
Exo 20:14 不可奸淫。
Exo 20:15 不可偷盗。
Exo 20:16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Exo 20:17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
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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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他一切所有的。
Exo 21:4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
Exo 20:18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
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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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
话、我们必听、不要 神和我们 21:17 自由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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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Exo 21:6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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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0:20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箴 20:20 官那里〔审判官或作 神下同〕、
30:17
因为 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 箴
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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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犯罪。
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
Exo 20:21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
主人。
西就挨近 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Exo 21:7 人若卖女儿作婢女、婢女
Exo 20:22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
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
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
Exo 21:8 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
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
Exo 20:23 你们不可作什么神像与
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
我相配、不可为自己作金银的神
外邦人。
像。
Exo 21:9 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
Exo 20:24 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
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
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
Exo 21:10 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
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
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
福给你。
减少。
Exo 20:25 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
Exo 21:11 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
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
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
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
Exo 21:12 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
Exo 20:26 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
他治死。
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Exo 21:13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
是 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
第二十一章
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Exo 21:1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
Exo 21:14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
章是这样．
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
Exo 21:2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
也当捉去把他治死。
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
Exo 21:15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自由、白白地出去。
Exo 21:16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
Exo 21:3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
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
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
Exo 21:17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
他出去。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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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Exo 21:30 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

Exo 21:18 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

照所罚的、赎他的命。
Exo 21:31 牛无论触了人的儿子、或
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
Exo 21:32 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
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
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Exo 21:33 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
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
Exo 21:34 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
死牲畜要归自己。
Exo 21:35 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
牛、以致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
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
Exo 21:36 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触
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
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
死、不过躺卧在床、
Exo 21:19 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
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
的工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
医好。
Exo 21:20 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
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
受刑。
Exo 21:21 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
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
Exo 21:22 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
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
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
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Exo 21:23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
Exo 21:2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
手还手、以脚还脚、
Exo 21:25 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
打还打。
Exo 21:26 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
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
他去得以自由。
Exo 21:27 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
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
去得以自由。
Exo 21:28 牛若触死男人、或是女人、
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
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
Exo 21:29 倘若那牛素来是触人的、
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
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触死、
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
治死。
His Faith

第二十二章
Exo 22:1 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

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
牛、四羊赔一羊。
Exo 22:2 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
打了、以致于死、就不能为他有
流血的罪。
Exo 22:3 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
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
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
顶他所偷的物。
Exo 22:4 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
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
加倍赔还。
Exo 22:5 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
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
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
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
Exo 22:6 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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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稼、
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
必要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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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2:7 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
申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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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
还．
Exo 22:8 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
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
物件没有。
Exo 22:9 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
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
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
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
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
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
Exo 22:10 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
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
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
看见、
Exo 22:11 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
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
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
还。
Exo 22:12 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
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
Exo 22:13 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
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
Exo 22:14 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
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
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
Exo 22:15 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
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
本是为雇价来的。
Exo 22:16 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
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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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他为妻。
Exo 22:17 若女子的父亲决不肯将
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
交出钱来。
Exo 22:18 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他
存活。
Exo 22:19 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他
治死。
Exo 22:20 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
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
Exo 22:21 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
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
过寄居的。
Exo 22:22 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
Exo 22:23 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
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
声．
Exo 22:24 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
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
儿。
Exo 22:25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
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
的向他取利。
Exo 22:26 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作
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
Exo 22:27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
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
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
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Exo 22:28 不可毁谤
神、也不可毁
谤你百姓的官长。
Exo 22:29 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
酒醡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
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
给我。
Exo 22:30 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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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
Exo 22:31 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
23:5
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 申 22:4
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

第二十三章
Exo 23:1 不可随伙布散谣言、不可

与恶人连手妄作见证。
Exo 23:2 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
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
枉正直．
Exo 23:3 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
护穷人。
Exo 23:4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
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Exo 23:5 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
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
主一同抬开重驮。
Exo 23:6 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
枉正直。
Exo 23:7 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
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
人为义。
Exo 23:8 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
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
的话。
Exo 23:9 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
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
居的心。
Exo 23:10 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
土产、
Exo 23:11 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
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
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
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
办理。
Exo 23:12 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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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
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
舒畅。
Exo 23:13 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
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
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
Exo 23:14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
Exo 23:15 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
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
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
Exo 23:16 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
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
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
Exo 23:17 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
朝见主耶和华。
Exo 23:18 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
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
节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
Exo 23:19 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
到耶和华你 神的殿。不可用山
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Exo 23:20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
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
预备的地方去。
Exo 23:21 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
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
可惹他〔惹或作违背〕、因为他必
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Exo 23:22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
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
的仇敌作仇敌、向你的敌人作敌
人。
Exo 23:23 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
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
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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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3:24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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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却要把神像尽行拆毁、打碎
他们的柱像。
Exo 23:25 你们要事奉耶和华你们
的 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
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
病。
Exo 23:26 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
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
数目。
Exo 23:27 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
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
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
跑。
Exo 23:28 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
面、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
出去。
Exo 23:29 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
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
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Exo 23:30 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
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
承受那地为业。
Exo 23:31 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
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
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
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Exo 23:32 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
立约。
Exo 23:33 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事奉
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第二十四章

伦、拿答、亚比户、并以色列长
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
来、远远的下拜。
Exo 24:2 惟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
你一同上来。
Exo 24:3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
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
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Exo 24:4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
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
子。
Exo 24:5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
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
平安祭。
Exo 24:6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
一半洒在坛上。
Exo 24:7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
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
必遵行。
Exo 24:8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
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
凭据。
Exo 24:9 摩西、亚伦、拿答、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
了山。
Exo 24:10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
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
同天色明净。
Exo 24:11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
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 神、他
们又吃又喝。
Exo 24:12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

Exo 24: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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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
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
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Exo 24:13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
起来、上了 神的山、
Exo 24:14 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
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
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
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Exo 24:15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
盖。
Exo 24:16 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
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
从云中召摩西。
Exo 24:17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Exo 24:18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
上四十昼夜。

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Exo 25:10 要用皂荚木作一柜、长二
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
Exo 25:11 要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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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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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16:42 Exo 25:12 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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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脚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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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5:13 要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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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抬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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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5:15 这杠要常在柜的环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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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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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7:11 Exo 25:16 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
林前 9:19
版、放在柜里。
Exo 25:17 要用精金作施恩座〔施恩
或作蔽罪下同〕、长二肘半、宽一
肘半。
Exo 25:18 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
第二十五章
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Exo 25: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25:19 这头作一个基路伯、那头
Exo 25:2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
作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
*
礼物来、凡甘心乐意 的、你们就
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
可以收下归我。
Exo 25:20 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
Exo 25:3 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
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
铜、
着施恩座。
Exo 25:4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
Exo 25:21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
山羊毛、
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
Exo 25:5 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
在柜里。
荚木、
Exo 25:22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
Exo 25:6 点灯的油、并作膏油和香
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
的香料、
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
Exo 25:7 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
色列人的一切事。
以镶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
Exo 25:23 要用皂荚木作一张桌子、
Exo 25:8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
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
以住在他们中间。
Exo 25:24 要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
Exo 25:9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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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边。
Exo 25:25 桌子的四围各作一掌宽

Exo 25:39 作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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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5:26 要作四个金环、安在桌子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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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脚上的四
25:40
角。
来 8:5
Exo 25:27 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
梁、可以穿杠抬桌子。
Exo 25:28 要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
金包裹、以便抬桌子。
Exo 25:29 要作桌子上的盘子、调羹、
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精
金制作。
Exo 25:30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
常摆陈设饼。
Exo 25:31 要用精金作一个灯台．灯
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
要接连一块锤出来。
Exo 25:32 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
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
Exo 25:33 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
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从灯台杈出来的六
个枝子、都是如此。
Exo 25:34 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
杏花、有球、有花．
Exo 25:35 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
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
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Exo 25:36 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
是一块精金锤出来的。
Exo 25:37 要作灯台的七个灯盏．祭
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
Exo 25:38 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
也是要精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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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精金一他连得。
Exo 25:40 要谨慎作这些物件、都要
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第二十六章
Exo 26:1 你要用十幅幔子作帐幕．

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
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
手工绣上基路伯。
Exo 26:2 每幅幔子、要长二十八肘、
宽四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Exo 26:3 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
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
Exo 26:4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
要作蓝色的钮扣．在那相连的幔
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作。
Exo 26:5 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作五
十个钮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
作五十个钮扣、都要两两相对。
Exo 26:6 又要作五十个金钩、用钩
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Exo 26:7 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幅
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
Exo 26:8 每幅幔子要长三十肘、宽
四肘．十一幅幔子、都要一样的
尺寸。
Exo 26:9 要把五幅幔子连成一幅．
又把六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六
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摺上去。
Exo 26:10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
上、要作五十个钮扣．在那相连
的幔子末幅边上、也作五十个钮
扣。
Exo 26:11 又要作五十个铜钩、钩在
钮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
Exo 26:12 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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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
头。
Exo 26:13 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
26:31
边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 太 27:51
的两旁、遮盖帐幕。
Exo 26:14 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作
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作一层罩
棚上的顶盖。
Exo 26:15 你要用皂荚木作帐幕的
竖板。
Exo 26:16 每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
Exo 26:17 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幕
一切的板、都要这样作。
Exo 26:18 帐幕的南面要作板二十
块。
Exo 26:19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作
四十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
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
两榫。
Exo 26:20 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
也要作板二十块、
Exo 26:21 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这
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
卯。
Exo 26:22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
要作板六块。
Exo 26:23 帐幕后面的拐角、要作板
两块。
Exo 26:24 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
截要整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
两块都要这样作两个拐角。
Exo 26:25 必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
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两卯、那
板底下也有两卯。
Exo 26:26 你要用皂荚木作闩．为帐
幕这面的板作五闩。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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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6:27 为帐幕那面的板作五闩、

又为帐幕后面的板作五闩。
Exo 26:28 板腰间的中闩、要从这一
头通到那一头。
Exo 26:29 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作
板上的金环套闩、闩也要用金子
包裹。
Exo 26:30 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
样式、立起帐幕。
Exo 26:31 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
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
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Exo 26:32 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
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
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
Exo 26:33 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
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
所和至圣所隔开。
Exo 26:34 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
所内的法柜上。
Exo 26:35 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
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
彼此相对。
Exo 26:36 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
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
织帐幕的门帘。
Exo 26:37 要用皂荚木为帘子作五
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
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
个带卯的座。

第二十七章
Exo 27:1 你要用皂荚木作坛．这坛

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
三肘。
Exo 27:2 要在坛的四拐角上作四个
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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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四根、带卯的座四个。
Exo 27:17 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
要用银杆连络．柱子上的钩子要
用银作．带卯的座要用铜作。
Exo 27:18 院子要长一百肘、宽五十
肘、高五肘、帷子要用捻的细麻
作．带卯的座要用铜作。
Exo 27:19 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
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
的橛子、都要用铜作。
Exo 27:20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
为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
你、使灯常常点着。
Exo 27:21 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
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
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
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
例。

Exo 27:3 要作盆、收去坛上的灰、又

作铲子、盘子、肉锸子、火鼎、坛
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作。
Exo 27:4 要为坛作一个铜网．在网
的四角上、作四个铜环。
Exo 27:5 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
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Exo 27:6 又要用皂荚木为坛作杠、
用铜包裹。
Exo 27:7 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
内、用以抬坛。
Exo 27:8 要用板作坛．坛是空的、都
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作。
Exo 27:9 你要作帐幕的院子．院子
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作帷子、
长一百肘。
Exo 27:10 帷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带
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
和杆子、都要用银子作。
Exo 27:11 北面也当有帷子、长一百
肘、帷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
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
杆子、都要用银子作。
Exo 27:12 院子的西面当有帷子、宽
五十肘．帷子的柱子十根、带卯
的座十个。
Exo 27:13 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
Exo 27:14 门这边的帷子要十五肘．
帷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Exo 27:15 门那边的帷子也要十五
肘．帷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
三个。
Exo 27:16 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
十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
Exo 28:1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

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答、亚
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
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Exo 28:2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作圣衣
为荣耀、为华美。
Exo 28:3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
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
给亚伦作衣服、使他分别为圣、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Exo 28:4 所要作的就、是胸牌、以弗
得、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
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
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Exo 28:5 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
色线、并细麻去作。
Exo 28:6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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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
的手工作以弗得。
Exo 28:7 以弗得当有两条肩带、接
28:30
利 8:8
上两头、使他相连。
民 27:21
Exo 28:8 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 申 33:8
撒上 28:6
以弗得一样的作法、用以束上、 拉 2:63
与以弗得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 尼 7:65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
作成。
Exo 28:9 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
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Exo 28:10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
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
们生来的次序。
Exo 28:11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
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
Exo 28:12 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
弗得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
作记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
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
记念。
Exo 28:13 要用金子作二槽。
Exo 28:14 又拿精金、用拧工仿佛拧
绳子、作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
链子搭在二槽上。
Exo 28:15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作一
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得一样
的作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
色线、并捻的细麻作成。
Exo 28:16 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
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
Exo 28:17 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
一行是红宝石、红璧玺、红玉。
Exo 28:18 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
金钢石。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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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28:19 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

紫晶。
Exo 28:20 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

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
Exo 28:21 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
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
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Exo 28:22 要在胸牌上、用精金拧成
如绳的链子。
Exo 28:23 在胸牌上也要作两个金
环、安在胸牌的两头。
Exo 28:24 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
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Exo 28:25 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
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得前面肩带
上。
Exo 28:26 要作两个金环、安在胸牌
的两头、在以弗得里面的边上。
Exo 28:27 又要作两个金环、安在以
弗得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
相接之处、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
子以上。
Exo 28:28 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
环子与以弗得的环子系住、使胸
牌贴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弗得离缝。
Exo 28:29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
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
名字的、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
前常作记念。
Exo 28:30 又要将乌陵、和土明、放
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
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在
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
断牌带在胸前。
Exo 28:31 你要作以弗得的外袍、颜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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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全是蓝的。
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
28:38
Exo 28:32 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
Exo 28:43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
担当罪孽:
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 利 5:1 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
利 5:17
领口、免得破裂。
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
利 7:18
利 10:17
Exo 28:33 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 利 16:22 伦和他的后裔作永远的定例。
14:33
色紫色朱红色线作石榴、在袍子 民
赛 53:11
第二十九章
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 结 4:4-6
来 9:28
Exo 29:1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
Exo 28:34 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
29:4
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 太 3:15 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
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
周围的底边上。
绵羊、
Exo 28:35 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
Exo 29:2 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
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
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
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
麦面作成。
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
Exo 29:3 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
Exo 28:36 你要用精金作一面牌、在
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
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
绵羊牵来。
和华为圣。
Exo 29:4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
Exo 28:37 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
门口来、用水洗身。
系在冠冕的前面。
Exo 29:5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
Exo 28:38 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
弗得的外袍、并以弗得．又带上
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胸牌、束上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
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
Exo 29:6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
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
冠加在冠冕上。
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
Exo 29:7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
和华面前蒙悦纳。
Exo 29:8 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
Exo 28:39 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
穿上内袍。
用细麻布作冠冕．又用绣花的手
Exo 29:9 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
工作腰带。
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
Exo 28:40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作内
例、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
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
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
美．
Exo 29:10 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
Exo 28:41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
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
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
头上。
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
Exo 29:11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
的职分。
幕门口、宰这公牛．
Exo 28:42 要给他们作细麻布裤子、
Exo 29:12 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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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
脚那里。
Exo 29:13 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
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
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
Exo 29:14 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
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
Exo 29:15 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
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
上。
Exo 29:16 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
周围。
Exo 29:17 要把羊切成块子、洗净五
脏、和腿、连块子带头、都放在
一处。
Exo 29:18 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
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
为馨香的火祭。
Exo 29:19 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
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
的头上。
Exo 29:20 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
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
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
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
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
Exo 29:21 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
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
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
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
Exo 29:22 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
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
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
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职所
献的羊）
Exo 29:23 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
His Faith

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
的饼、和一个薄饼．
Exo 29:24 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
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
华面前摇一摇。
Exo 29:25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
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
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Exo 29:26 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
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
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作你的
分。
Exo 29:27 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
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
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
要成为圣、
Exo 29:28 作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
列人中永远所得的分、因为是举
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
Exo 29:29 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
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
接圣职。
Exo 29:30 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
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
候、要穿七天。
Exo 29:31 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
羊的肉、煮在圣处。
Exo 29:32 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
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
Exo 29:33 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
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
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Exo 29:34 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
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
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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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o 29:35 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

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
职的礼七天。
Exo 29:36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
罪祭．你为坛赎罪的时候a、坛就
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
圣。
b
Exo 29:37 要为坛赎罪七天 、使坛
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
的都成为圣。
Exo 29:38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
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
Exo 29:39 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
时候要献那一只。
Exo 29:40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
用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
油一欣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
一欣四分之一、作为奠祭。
Exo 29:41 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
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
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
馨香的火祭。
Exo 29:42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
门口、作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
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
你们说话。
Exo 29:43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
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
圣。
Exo 29:44 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
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
供祭司的职分。

Exo 29:45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29:40
*太 9:17

第三十章
Exo 30:1 你要用皂荚木作一座烧香

的坛．
Exo 30:2 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
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
坛接连一块。
Exo 30:3 要用精金、把坛的上面、与
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
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Exo 30:4 要作两个金环、安在牙子
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
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
Exo 30:5 要用皂荚木作杠、用金包
裹。
Exo 30:6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
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
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Exo 30:7 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作
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
要烧这香。
Exo 30:8 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
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
代常烧的香。
Exo 30:9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
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
浇上奠祭。
Exo 30:10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
角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
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
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

a Exo 29:36 你为... wyl*u* ;r+P#k^B= 和合本译作你
洁净坛的时候
b Exo 29:37 要为... j~B@z+M!h^-lu^ rP@k^T= <ym!y` tu^b=v!
和合本译作要洁净坛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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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们的 神。
Exo 29:46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 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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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Exo 30:1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30:30
Exo 30:12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 诗 133:2
约一 2:27
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各
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
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
中间有灾殃。
Exo 30:13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
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
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
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
Exo 30:14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
给耶和华。
Exo 30:15 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
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
穷的也不可少出、各人要出半舍
客勒。
Exo 30:16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
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
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作记念、
赎生命。
Exo 30:17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30:18 你要用铜作洗濯盆、和盆
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
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Exo 30:19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
盆里洗手洗脚。
Exo 30:20 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
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
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
Exo 30:21 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
亡．这要作亚伦和他后裔、世世
代代永远的定例。
Exo 30:22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30:23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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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质的没药五百舍客勒、香肉桂
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勒、菖
蒲二百五十舍客勒、
Exo 30:24 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着
圣所的平、又取橄榄油一欣．
Exo 30:25 按作香之法、调和作成圣
膏油。
Exo 30:26 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
柜、
Exo 30:27 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
Exo 30:28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
洗濯盆、和盆座。
Exo 30:29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
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
Exo 30:30 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
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
职分。
Exo 30:31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
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
Exo 30:32 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
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作与此相似
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
为圣。
Exo 30:33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
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
民中剪除。
Exo 30:34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
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
喜列、喜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
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Exo 30:35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作
香之法作成清净圣洁的香。
Exo 30:36 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
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
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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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30:37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

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
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
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
圣的。
Exo 31:14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
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
他治死．凡在这日作工的、必从
民中剪除。
Exo 31:15 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
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
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
死。
Exo 31:16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
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Exo 31:17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
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
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Exo 31:18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
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
是 神用指头写的石版。

为自己作香、要以这香为圣、归
耶和华。
Exo 30:38 凡作香和这香一样、为要
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第三十一章
Exo 31: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31:2 看哪、犹大支派中户珥的

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
经提他的名召他。
Exo 31:3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
能作各样的工、
Exo 31:4 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
造各物．
Exo 31:5 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
雕刻木头、能作各样的工。
Exo 31:6 我分派但支派中亚希撒抹
的儿子亚何利亚伯、与他同工、
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
智慧、能作我一切所吩咐的、
Exo 31:7 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
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
Exo 31:8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精金
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
香坛、
Exo 31:9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
并洗濯盆、与盆座、
Exo 31:10 精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
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
圣衣、
Exo 31:11 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
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
的去作。
Exo 31:12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31:13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二章
Exo 32:1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
起来、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
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
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
了什么事。
Exo 32:2 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
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
来给我。
Exo 32:3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
金环、拿来给亚伦。
Exo 32:4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作
成．他们就说、以色列阿、这是
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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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32:5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

Exo 32:15 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

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
华守节。
32:6
Exo 32:6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
林前 10:7
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 罗 14:17
32:14
来玩耍。
创 6:6
Exo 32:7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 民 23:19
罢、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 32:16
约 6:29
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
Exo 32:8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 32:13
创 15:5
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 创 15:7
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阿、这
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Exo 32:9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
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
Exo 32:10 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
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
裔成为大国。
Exo 32:11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
神说、耶和华阿、你为什么向你
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
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
来的．
Exo 32:12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
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
Exo 32:13 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
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
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
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
Exo 32:14 于是耶和华后悔 、不把
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

两块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这
面那面都有字。
Exo 32:16 是
神的工作*、字是
神写的、刻在版上。
Exo 32:17 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
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
争战的声音。
Exo 32:18 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
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
Exo 32:19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
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
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碎了。
Exo 32:20 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
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
叫以色列人喝。
Exo 32:21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
你作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
罪里。
Exo 32:22 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
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
的。
Exo 32:23 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作
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
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Exo 32:24 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
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
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
了。
Exo 32:25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
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
讥刺、）
Exo 32:26 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
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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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Exo 32:27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
32:28
列的 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 启 9:15
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 32:32*
诗 69:28
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 赛 4:3-4
腓 4:3
伴、并邻舍。
启 3:5
启 13:8
Exo 32:28 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
启 17:8
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 启 20:12
启 21:27
三千。
Exo 32:29 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
归耶和华为圣、各人攻击他的儿
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与你
们。
Exo 32:30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
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
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
赎罪。
Exo 32:31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作
了金像。
Exo 32:32 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
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
上*涂抹我的名。
Exo 32:33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
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Exo 32:34 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
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
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
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Exo 32:35 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
因他们同亚伦作了牛犊。

第三十三章
Exo 33:1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

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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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Exo 33:2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
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Exo 33:3 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
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在路
上把你们灭绝。
Exo 33:4 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
也没有人佩戴妆饰。
Exo 33: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
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
硬着颈项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
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
你们要把身上的妆饰摘下来、使
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Exo 33:6 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
就把身上的妆饰摘得干净。
Exo 33:7 摩西素常将帐棚支搭在营
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棚为会
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
的会幕那里去。
Exo 33:8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
候、百姓就都起来、各人站在自
己帐棚的门口、望着摩西、直等
到他进了会幕。
Exo 33:9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
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
华便与摩西说话。
Exo 33:10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
幕门前、就都起来各人在自己帐
棚的门口下拜。
Exo 33:11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
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
西转到营里去、惟有他的帮手一
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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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幕。
Exo 33:12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
33:19
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 罗 9:15
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33:20
约 1:18
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
33:23
我眼前也蒙了恩。
约 1:18
Exo 33:13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
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
想到这民是你的民。
Exo 33:14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
同去、使你得安息。
Exo 33:15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
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
去。
Exo 33:16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
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
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
么。
Exo 33:17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
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
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Exo 33:18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
耀给我看。
Exo 33:19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
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
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Exo 33:20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Exo 33:21 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
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Exo 33:22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
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
遮掩你、等我过去．

Exo 33:23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
面。

第三十四章
Exo 34:1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

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
那版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
版上。
Exo 34:2 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
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Exo 34:3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
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
叫羊群牛群吃草。
Exo 34:4 摩西就凿出两块石版、和
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
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
着两块石版。
Exo 34:5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
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
名。
Exo 34:6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
恩典的 神、不轻易发怒、并有
丰盛的慈爱和信实a。
Exo 34:7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
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
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
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Exo 34:8 摩西急忙伏地下拜、
Exo 34:9 说、主阿、我若在你眼前蒙
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
这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又求你赦
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
为你的产业。
a Exo 34:6 和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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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34:10 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

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
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
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
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
事。
Exo 34:11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
34:14
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 雅 4:5
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 34:24
诗 127:1
未人、耶布斯人。
34:28
Exo 34:12 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 创 7:4
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 出 24:18
民 14:33
申 9:9
中间的网罗．
拿 3:4
Exo 34:13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 太 4:2
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34:29
Exo 34:14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 太 17:2
[启 18:1]
华是忌邪的 神、名为忌邪者。
Exo 34:15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
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
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
你便吃他的祭物、
Exo 34:16 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
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
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
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Exo 34:17 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Exo 34:18 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
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笔
月内出了埃及。
Exo 34:19 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
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
的都是我的。
Exo 34:20 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
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
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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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空手朝见我。
Exo 34:21 你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
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
要安息。
Exo 34:22 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
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
节。
Exo 34:23 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
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Exo 34:24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
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
上去朝见耶和华你 神的时候、
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
Exo 34:25 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
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
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
Exo 34:26 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
到耶和华你 神的殿。不可用山
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Exo 34:27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
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
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Exo 34:28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
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
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
写在两块版上。
Exo 34:29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
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
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
光。
Exo 34:30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
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
Exo 34:31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
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
西就与他们说话。
Exo 34:32 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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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
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Exo 34:33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
用帕子*蒙上脸。
Exo 34:34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
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
告诉以色列人。
Exo 34:35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
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
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
去帕子。

的、
Exo 35:11 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
34:33*
赛 25:7
林后 3:13

35:21*
民 11:25
撒上 10:6
撒上
19:20

第三十五章
Exo 35:1 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

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
话、叫你们照着行。
Exo 35:2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乃为
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
凡这日之内作工的、必把他治死。
Exo 35:3 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
切的住处生火。
Exo 35:4 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Exo 35:5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
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
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
Exo 35:6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
山羊毛、
Exo 35:7 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
荚木、
Exo 35:8 点灯的油、并作膏油、和香
的香料、
Exo 35:9 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
以镶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
Exo 35:10 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
的、都要来作耶和华一切所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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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帐幕的盖、钩子、板、闩、柱子、
带卯的座、
Exo 35:12 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
遮掩柜的幔子、
Exo 35:13 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
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
Exo 35:14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
盏、并点灯的油、
Exo 35:15 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
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
Exo 35:16 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
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
和盆座、
Exo 35:17 院子的帷子、和帷子的柱
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
Exo 35:18 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
子、和这两处的绳子、
Exo 35:19 精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
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
职分的圣衣。
Exo 35:20 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
前退去。
*
Exo 35:21 凡心里受感 、和甘心乐
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
以作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
用以作圣衣。
Exo 35:22 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
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
耳环〔或作鼻环〕、打印的戒指、
和手钏、带来献给耶和华。
Exo 35:23 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的、都拿了来。
Exo 35:24 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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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
木可作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
Exo 35:25 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
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
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
Exo 35:26 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
女、就纺山羊毛。
Exo 35:27 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
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得与胸
牌上的、都拿了来．
Exo 35:28 又拿香料作香、拿油点灯、
作膏油。
Exo 35:29 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
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
将礼物拿来、作耶和华藉摩西所
吩咐的一切工。
Exo 35:30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
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
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
召他、
Exo 35:31 又以
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作
各样的工．
Exo 35:32 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
制造各物．
Exo 35:33 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
能雕刻木头、能作各样的巧工。
Exo 35:34 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
中、亚希撒抹的儿子亚何利亚伯、
心里灵明、能教导人。
Exo 35:35 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
智慧、能作各样的工、无论是雕
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
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
机匠的工、他们都能作、也能想
出奇巧的工。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六章
Exo 36:1 比撒列和亚何利亚伯、并

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
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作圣所
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
所吩咐的作工。
Exo 36:2 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
而且受感前来作这工的、摩西把
他们和比撒列、并亚何利亚伯、
一同召来。
Exo 36:3 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
列人为作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
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
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
Exo 36:4 凡作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
各都离开他所作的工、
Exo 36:5 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
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
有余。
Exo 36:6 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
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
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
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Exo 36:7 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
作一切当作的物、而且有余。
Exo 36:8 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作
工的、用十幅幔子作帐幕．这幔
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
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
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Exo 36:9 每幅幔子长二十八肘、宽
四肘．都是一样的尺寸。
Exo 36:10 他使这五幅幔子、幅幅相
连、又使那五幅幔子、幅幅相连．
Exo 36:11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
上、作蓝色的钮扣、在那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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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作。
Exo 36:12 在这相连的幔子上、作五
十个钮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
也作五十个钮扣、都是两两相对。
Exo 36:13 又作五十个金钩、使幔子
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Exo 36:14 他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
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
Exo 36:15 每幅幔子长三十肘、宽四
肘、十一幅幔子、都是一样的尺
寸。
Exo 36:16 他把五幅幔子连成一幅、
又把六幅幔子连成一幅。
Exo 36:17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
上、作五十个钮扣、在那相连的
幔子末幅边上、也作五十个钮扣．
Exo 36:18 又作五十个铜钩、使罩棚
连成一个。
Exo 36:19 并用染红的公羊皮作罩
棚的盖、再用海狗皮作一层罩棚
上的顶盖。
Exo 36:20 他用皂荚木作帐幕的竖
板。
Exo 36:21 每块长十肘、宽一肘半．
Exo 36:22 每块有两榫相对、帐幕一
切的板都是这样作。
Exo 36:23 帐幕的南面、作板二十块。
Exo 36:24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又作
四十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
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
两榫。
Exo 36:25 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
也作板二十块、
Exo 36:26 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这
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
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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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36:27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

作板六块。
Exo 36:28 帐幕后面的拐角、作板两
块。
Exo 36:29 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
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
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作。
Exo 36:30 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
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卯。
Exo 36:31 他用皂荚木作闩．为帐幕
这面的板作五闩、
Exo 36:32 为帐幕那面的板作五闩．
又为帐幕后面的板作五闩．
Exo 36:33 使板腰间的中闩、从这一
头通到那一头。
Exo 36:34 用金子将板包裹．又作板
上的金环套闩．闩也用金子包裹。
Exo 36:35 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
工绣上基路伯。
Exo 36:36 为幔子作四根皂荚木柱
子、用金包裹．柱子上有金钩．
又为柱子铸了四个带卯的银座。
Exo 36:37 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
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
的门帘。
Exo 36:38 又为帘子作五根柱子、和
柱子上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
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五
个带卯的座、是铜的。

第三十七章
Exo 37:1 比撒列用皂荚木作柜、长

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
Exo 37:2 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上
金牙边。
Exo 37:3 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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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脚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
Exo 37:4 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金
包裹。
Exo 37:5 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
便抬柜。
Exo 37:6 用精金作施恩座、长二肘
半、宽一肘半。
Exo 37:7 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
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Exo 37:8 这头作一个基路伯、那头
作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接连一
块、在施恩座的两头。
Exo 37:9 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
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
施恩座。
Exo 37:10 他用皂荚木作一张桌子、
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
Exo 37:11 又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
牙边。
Exo 37:12 桌子的四围各作一掌宽
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Exo 37:13 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桌
子四脚的四角上。
Exo 37:14 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
梁、可以穿杠抬桌子。
Exo 37:15 他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
金包裹、以便抬桌子。
Exo 37:16 又用精金作桌子上的器
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
瓶、和爵。
Exo 37:17 他用精金作一个灯台、这
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
都是接连一块锤出来的。
Exo 37:18 灯台两旁杈出六个枝子、
这旁三个、那旁三个。
Exo 37:19 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十八章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
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从灯台杈出来的六
个枝子、都是如此。
Exo 37:20 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
杏花、有球、有花。
Exo 37:21 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
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杈出
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Exo 37:22 球和枝子是接连一块、都
是一块精金锤出来的。
Exo 37:23 用精金作灯台的七个灯
盏、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
Exo 37:24 他用精金一他连得、作灯
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Exo 37:25 他用皂荚木作香坛、是四
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
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
Exo 37:26 又用精金、把坛的上面、
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
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Exo 37:27 作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
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
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
Exo 37:28 用皂荚木作杠、用金包裹。
Exo 37:29 又按作香之法作圣膏油、
和馨香料的净香。

第三十八章
Exo 38:1 他用皂荚木作燔祭坛、是

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
肘。
Exo 38:2 在坛的四拐角上作四个角、
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
Exo 38:3 他作坛上的盆、铲子、盘子、
肉锸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
用铜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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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38:4 又为坛作一个铜网、安在

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
坛的半腰。
Exo 38:5 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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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穿杠的用处。
Exo 38:6 用皂荚木作杠、用铜包裹。
Exo 38:7 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
用以抬坛．并用板作坛、坛是空
的。
Exo 38:8 他用铜作洗濯盆、和盆座、
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
子作的。
Exo 38:9 他作帐幕的院子．院子的
南面、用捻的细麻作帷子、宽一
百肘。
Exo 38:10 帷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
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
和杆子、都是用银子作的。
Exo 38:11 北面也有帷子、宽一百肘．
帷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
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作的。
Exo 38:12 院子的西面有帷子、宽五
十肘．帷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
座十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作的。
Exo 38:13 院子的东面、宽五十肘。
Exo 38:14-15 门这边的帷子十五肘、
那边也是一样．帷子的柱子三根、
带卯的座三个．在门的左右各有
帷子十五肘、帷子的柱子三根、
带卯的座三个。
Exo 38:16 院子四面的帷子、都是用
捻的细麻作的。
Exo 38:17 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
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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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
柱子、都是用银杆连络的。
Exo 38:18 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
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
捻的细麻织的．宽二十肘、高五
肘、与院子的帷子相配。
Exo 38:19 帷子的柱子四根、带卯的
铜座四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
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Exo 38:20 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
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
Exo 38:21 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
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
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
的手数点的。
Exo 38:22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都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
的儿子比撒列作的。
Exo 38:23 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
亚希撒抹的儿子亚何利亚伯、他
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
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
Exo 38:24 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
献的金子、按圣所的平、有二十
九他连得并七百三十舍客勒。
Exo 38:25 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
子、按圣所的平、有一百他连得
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客勒。
Exo 38:26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
的、从二十岁以外、有六十万零
三千五百五十人*、按圣所的平、
每人出银半舍客勒就是一比加。
Exo 38:27 用那一百他连得银子、铸
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
卯的座、一百他连得、共一百带
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一他连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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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o 39:8 他用巧匠的手工作胸牌、

Exo 38:28 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舍

和以弗得一样的作法．用金线与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
作的。
Exo 39:9 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
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
Exo 39:10 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
行是红宝石、红璧玺、红玉。
Exo 39:11 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
金钢石。
Exo 39:12 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
紫晶。
Exo 39:13 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
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
Exo 39:14 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
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
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Exo 39:15 在胸牌上、用精金拧成如
绳子的链子。
Exo 39:16 又作两个金槽、和两个金
环、安在胸牌的两头．
Exo 39:17 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
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Exo 39:18 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
两槽上、安在以弗得前面肩带上。
Exo 39:19 作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
两头、在以弗得里面的边上。
Exo 39:20 又作两个金环、安在以弗
得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
接之处、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
以上。
Exo 39:21 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
的环子、和以弗得的环子系住、
使胸牌贴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
子上、不可与以弗得离缝．是照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客勒银子、作柱子上的钩子、包
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
Exo 38:29 所献的铜、有七十他连得
并二千四百舍客勒。
Exo 38:30 用这铜作会幕门带卯的
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
坛的一切器具。
Exo 38:31 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
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
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

第三十九章
Exo 39:1 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

线、作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
供职、又为亚伦作圣衣．是照耶
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Exo 39:2 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
色线、并捻的细麻作以弗得。
Exo 39:3 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
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
匠的手工一同绣上。
Exo 39:4 又为以弗得作两条相连的
肩带、接连在以弗得的两头。
Exo 39:5 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
弗得一样的作法、用以束上、与
以弗得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
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作
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Exo 39:6 又琢出两块红玛瑙、镶在
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
列儿子的名字雕刻。
Exo 39:7 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
得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作
记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
的。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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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39:22 他用织工作以弗得的外

Exo 39:35 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

袍、颜色全是蓝的。
Exo 39:23 袍上留一领口、口的周围
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
免得破裂。
Exo 39:24 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
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作石榴、
Exo 39:25 又用精金作铃铛、把铃铛
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
间。
Exo 39:26 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
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
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Exo 39:27 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
伦和他的儿子作内袍。
Exo 39:28 并用细麻布作冠冕、和华
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作裤
子。
Exo 39:29 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作腰
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Exo 39:30 他用精金作圣冠上的牌、
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
和华为圣。
Exo 39:31 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
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的。
Exo 39:32 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
工就这样作完了．凡耶和华所吩
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作了。
Exo 39:33 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
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
板、闩、柱子、带卯的座、
Exo 39:34 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
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

Exo 39:36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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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陈设饼、
Exo 39:37 精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
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
的油、
Exo 39:38 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
会幕的门帘、
Exo 39:39 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
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
和盆座、
Exo 39:40 院子的帷子、和柱子、并
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
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
的器具、
Exo 39:41 精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
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
职分的圣衣。
Exo 39:42 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
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作的。
Exo 39:43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
就怎样作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
都作成了、就给他们祝福。

第四十章
Exo 40: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o 40:2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

幕．
Exo 40:3 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

子将柜遮掩．
Exo 40:4 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
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
灯．
Exo 40:5 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
前、挂上帐幕的门帘．
Exo 40:6 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
Exo 40:7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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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Exo 40:8 又在四围立院帷、把院子
Exo 40:22 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
40:12
出 29:4
的门帘挂上。
帐幕北边、在幔子外、
太 3:15
Exo 40:9 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
Exo 40:23 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
40:34
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 云彩遮盖: 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
出 24:15
圣、就都成圣。
的。
民 16:42
太
17:5
Exo 40:10 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
Exo 40:24 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
可 9:7
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
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
路 9:34
Exo 40:11 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
Exo 40:25 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
盆成圣。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Exo 40:12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
Exo 40:26 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
幕门口来、用水洗身。
子前、
Exo 40:13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
Exo 40:27 在坛上烧了馨香料作的
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
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职分。
Exo 40:28 又挂上帐幕的门帘．
Exo 40:14 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
Exo 40:29 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
穿上内袍。
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
Exo 40:15 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
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
Exo 40:30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
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
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
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Exo 40:31 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
Exo 40:16 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
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华所吩咐他的。
Exo 40:32 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
Exo 40:17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
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
就立起来。
吩咐他的。
Exo 40:18 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
Exo 40:33 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
的座、立上板、穿上闩、立起柱
院帷、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
子。
摩西就完了工。
Exo 40:19 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
Exo 40:34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
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
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华所吩咐他的。
Exo 40:35 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
Exo 40:20 又把法版放在柜里、把杠
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
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
充满了帐幕。
上．
Exo 40:36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
Exo 40:21 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
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
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
Exo 40:37 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
出埃及记 (出) Exo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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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
Exo 40:38 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
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
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
路上、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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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记

(利) Lev

第一章
Lev 1:1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1:2
出 15:26

耶 7:22
对他说、
Lev 1: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
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
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
Lev 1:3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
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
悦纳。
Lev 1: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
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Lev 1:5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奉上血、
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Lev 1:6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
把燔祭牲切成块子。
Lev 1:7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
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
Lev 1:8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把
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
的柴上。
Lev 1:9 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
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
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
香的火祭。
Lev 1:10 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
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
公羊。
Lev 1:11 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
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作祭司的、
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
Lev 1:12 要把燔祭牲切成块子、连
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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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柴上。
Lev 1:13 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
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
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
祭。
Lev 1:14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
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
雏鸽为供物。
Lev 1:15 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
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
要流在坛的旁边．
Lev 1:16 又要把鸟的嗉子、和脏物
除掉、〔脏物或作翎毛〕丢在坛的
东边、倒灰的地方。
Lev 1:17 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
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
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
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第二章
Lev 2:1 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

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
香．
Lev 2:2 带到亚伦子孙作祭司的那
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
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记念、
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
的火祭。
Lev 2:3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
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
火祭中为至圣的。
Lev 2:4 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
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
抹油的无酵薄饼。
Lev 2:5 若用铁鏊上作的物为素祭、
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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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2:6 分成块子、浇上油、这是素

祭。
Lev 2:7 若用煎盘作的物为素祭、

2:13
民 18:19

代下 13:5
就要用油与细面作成。
Lev 2:8 要把这些东西作的素祭、
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
到坛前。
Lev 2:9 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
记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
华为馨香的火祭。
Lev 2:10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
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
火祭中为至圣的。
Lev 2:11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
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
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Lev 2:12 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
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
献为馨香的祭。
Lev 2:13 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
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
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
盐而献。
Lev 2:14 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
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
是轧了的新穗子、当作初熟之物
的素祭．
Lev 2:15 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
是素祭。
Lev 2:16 祭司要把其中作为记念的、
就是一些轧了的禾穗子、和一些
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
耶和华献的火祭。

第三章
Lev 3:1 人献供物为平安祭、〔平安

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
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
Lev 3:2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
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作祭司
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Lev 3:3 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
耶和华、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
脏上所有的脂油、
Lev 3:4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
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
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Lev 3:5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
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
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Lev 3:6 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
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
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
Lev 3:7 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Lev 3:8 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
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
血洒在坛的周围。
Lev 3:9 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
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
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
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
脂油、
Lev 3:10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
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
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Lev 3:11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
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
Lev 3:12 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
耶和华面前献上。
Lev 3:13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
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

或作酬恩下同〕若是从牛群中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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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坛的周围。
Lev 3:14-15 又把盖脏的脂油、和脏
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
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
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
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Lev 3:16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
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
华的。
Lev 3:17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
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Lev 4:9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
3:17
徒 15:20

4:21
利 4:12
来 13:11

第四章
Lev 4: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4: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

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
么事上、误犯了一件．
Lev 4:3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
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
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
耶和华为赎罪祭。
Lev 4:4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
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
Lev 4:5 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
的血、带到会幕、
Lev 4:6 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
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
七次。
Lev 4:7 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
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
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
燔祭坛的脚那里。
Lev 4:8 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
油、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
有的脂油、
利未记 (利) Lev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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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
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Lev 4:10 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
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
上。
Lev 4:11 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
头、腿、脏、腑、粪、
Lev 4:12 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
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
柴上。
Lev 4:13 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
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
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
出来的．
Lev 4:14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
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
会幕前。
Lev 4:15 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
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
耶和华面前宰了。
Lev 4:16 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
血、带到会幕．
Lev 4:17 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
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
Lev 4:18 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
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
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
的脚那里。
Lev 4:19 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
烧在坛上、
Lev 4:20 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
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
们必蒙赦免。
Lev 4:21 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
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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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祭。
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作赎
Lev 4:22 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
神
罪祭。
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
Lev 4:34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
罪、
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
5:1
Lev 4:23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
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
担当罪孽:
出
28:38
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
Lev 4:35 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
利 5:17
供物．
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
利 7:18
利 10:17
Lev 4:24 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 利 16:22 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
14:33
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 民
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
赛 53:11
结
4:4-6
是赎罪祭。
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来 9:28
Lev 4:25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
第五章
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
Lev 5:1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
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
〔或作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
Lev 4:26 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
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
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
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
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他必蒙赦免。
Lev 5:2 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
Lev 4:27 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
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
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
Lev 4:28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
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
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
Lev 5:3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
的母山羊为供物．
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
Lev 4:29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
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
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
Lev 5:4 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
Lev 4:30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
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
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
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
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
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
Lev 4:31 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
有了罪。
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
Lev 5:5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
认所犯的罪．
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
Lev 5:6 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
必蒙赦免。
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Lev 4:32 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
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
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
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
的母羊．
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Lev 4:33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
Lev 5:7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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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
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
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
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面前为赎愆祭．一只作赎罪祭、
Lev 5:17 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
一只作燔祭。
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
5:17
Lev 5:8 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
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
担当罪孽:
出
28:38
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
他的罪孽。
利 5:1
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 利 7:18 Lev 5:18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价、从
利 10:17
鸟撕断。
利 16:22 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
民 14:33
Lev 5:9 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
羊来、给祭司作赎愆祭．至于他
赛 53:11
结
4:4-6
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流在
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
来 9:28
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
他必蒙赦免。
Lev 5:10 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
Lev 5:19 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
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
华面前实在有了罪。
了、他必蒙赦免。
第六章
Lev 5:11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
Lev 6: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
Lev 6:2 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
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伊法十
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
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
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
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
财物、或是欺压邻舍、
Lev 5:12 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
Lev 6:3 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
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
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
记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
事上犯了什么罪．
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
Lev 6:4 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
Lev 5:13 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
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
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
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
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与祭司、
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和素祭一样。
Lev 6:5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
Lev 5:14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
Lev 5:15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
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
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
还本主。
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
Lev 6:6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价、把
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
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
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
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
前为赎愆祭．
给祭司为赎愆祭。
Lev 5:16 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
Lev 6:7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
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
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
利未记 (利) Lev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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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罪、都必蒙赦免。
6:12
Lev 6:8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民 16:46
Lev 6:9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 士 13:20
启 8:5
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
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
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Lev 6:10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
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
坛的旁边。
Lev 6:11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
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
处。
*
Lev 6:12 坛上的火 、要在其上常常
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
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
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
Lev 6:13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Lev 6:14 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
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
耶和华面前。
Lev 6:15 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
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
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
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
香素祭的记念。
Lev 6:16 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
要吃、必在圣处不带酵而吃、要
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Lev 6:17 烤的时候不可搀酵．这是
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
的分、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
赎愆祭一样。
Lev 6:18 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
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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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万代作他们永得的分．摸这
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
Lev 6:19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6:20 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
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
就是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为常献
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
Lev 6:21 要在铁鏊上用油调和作成、
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
成块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
祭。
Lev 6:22 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
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
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
例。
Lev 6:23 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
不可吃。
Lev 6:24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6:25 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
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
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
Lev 6:26 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
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
吃。
Lev 6:27 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
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
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
Lev 6:28 惟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
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
在水中涮净。
Lev 6:29 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
吃．这是至圣的。
Lev 6:30 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
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
必用火焚烧。
利未记 (利) Lev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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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
归给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
7:18
Lev 7:1 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
担当罪孽:
出 28:38 Lev 7:15 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
这祭是至圣的。
利 5:1
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
Lev 7:2 人在那里宰燔祭牲、也要
利 5:17
利 10:17
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 利 16:22 早晨。
民 14:33 Lev 7:16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
要洒在坛的周围．
赛 53:11
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结 4:4-6
Lev 7:3 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
来 9:28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脂油、
Lev 7:17 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
Lev 7:4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
天要用火焚烧．
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
Lev 7:18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
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
Lev 7:5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
算为祭、反为可憎嫌的、吃这祭
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
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Lev 7:6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
Lev 7:19 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
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
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
Lev 7:7 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
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
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
Lev 7:20 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
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
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
Lev 7:8 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
从民中剪除。
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
Lev 7:21 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
的皮。
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
Lev 7:9 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
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
盘中作的、并铁鏊上作的、都要
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
归那献祭的祭司。
从民中剪除。
Lev 7:10 凡素祭、无论是油调和的、
Lev 7:22 耶和华对摩西说、
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
Lev 7:23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
家均分。
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
Lev 7:11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
你们都不可吃。
例、乃是这样、
Lev 7:24 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
Lev 7:12 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
那脂油可以作别的使用、只是你
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
们万不可吃。
饼、并用油调匀细面作的饼、与
Lev 7:25 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
感谢祭一同献上。
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
Lev 7:13 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
中剪除。
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
Lev 7:26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
Lev 7:14 从各样的供物中 他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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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
都不可吃。
8:8
Lev 7:27 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
出 28:30
民 27:21
民中剪除。
申 33:8
Lev 7:28 耶和华对摩西说、
撒上 28:6
拉 2:63
Lev 7:29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 尼 7:65
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
取些来、奉给耶和华．
Lev 7:30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
在耶和华面前作摇祭、摇一摇。
Lev 7:31 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
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Lev 7:32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
作举祭、奉给祭司。
Lev 7:33 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
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分．
Lev 7:34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
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作他们从
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分。
Lev 7:35 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作
亚伦受膏的分、和他子孙受膏的
分、正在摩西〔原文作他〕叫他们
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分的日
子、
Lev 7:36 就是在摩西〔原文作他〕膏
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
人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
永得的分。
Lev 7:37 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
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
接圣职的礼．
Lev 7:38 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
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
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
His Faith

127

日所说的。

第八章
Lev 8: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8:2 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

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
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
无酵饼、都带来．
Lev 8:3 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
Lev 8:4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
Lev 8:5 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
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Lev 8:6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
用水洗了他们。
Lev 8:7 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
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得、
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得
系在他身上．
Lev 8:8 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陵、
和土明、放在胸牌内、
Lev 8:9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
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Lev 8:10 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
中所有的、使他成圣．
Lev 8:11 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
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
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
Lev 8:12 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
膏他、使他成圣。
Lev 8:13 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
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的。
Lev 8:14 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
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
利未记 (利) Lev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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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头上、
Lev 8:15 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
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
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脚那里、
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
Lev 8:16 又取脏上所有的脂油、和
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与腰
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
Lev 8:17 惟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
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
吩咐摩西的。
Lev 8:18 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
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Lev 8:19 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
在坛的周围．
Lev 8:20 把羊切成块子、把头、和肉
块、并脂油、都烧了。
Lev 8:21 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
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
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
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Lev 8:22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
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
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Lev 8:23 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
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
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Lev 8:24 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
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
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
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Lev 8:25 取脂油、和肥尾巴、并脏上
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
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
腿．
Lev 8:26 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
利未记 (利) Lev 第八章

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
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
和右腿上。
Lev 8:27 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
和他儿子的手上、作摇祭、在耶
和华面前摇一摇。
Lev 8:28 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
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
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Lev 8:29 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
职之礼、归摩西的分．都是照耶
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Lev 8:30 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
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
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
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
Lev 8:31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
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
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
所吩咐的说、〔或作按所吩咐我的
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
Lev 8:32 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
火焚烧。
Lev 8:33 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
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
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
Lev 8:34 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
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
Lev 8:35 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
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
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
这样。
Lev 8:36 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
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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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Lev 9:1 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

9:24
创 15:17
士 6:21
王上
18:38
代上
21:26
代下 7:1

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
来、
Lev 9:2 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
的一只公牛犊作赎罪祭、一只公
绵羊作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
献在耶和华面前。
Lev 9:3 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
们当取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又
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
要一岁没有残疾的、作燔祭。
Lev 9:4 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
羊、作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
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
华要向你们显现。
Lev 9:5 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
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近前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Lev 9:6 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
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
要向你们显现。
Lev 9:7 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
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
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
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
所吩咐的。
Lev 9:8 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
为自己作赎罪祭的牛犊。
Lev 9:9 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
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
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脚那里。
Lev 9:10 惟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
子、并肝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
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Lev 9:11 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
His Faith

把血递给他、他就洒在坛的周围。
Lev 9:13 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
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
Lev 9:14 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
上的燔祭上。
Lev 9:15 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
给百姓作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
为罪献上、和先献的一样。
Lev 9:16 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
Lev 9:17 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
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
的燔祭以外。
Lev 9:18 亚伦宰了那给百姓作平安
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
血递给他、他就洒在坛的周围。
Lev 9:19 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
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腰子、
和肝上的网子、都递给他．
Lev 9:20 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
脂油烧在坛上。
Lev 9:21 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摩
西所吩咐的。
Lev 9:22 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
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
安祭、就下来了。
Lev 9:23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
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
向众民显现。
Lev 9:24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
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

第十章
Lev 10:1 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

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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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
Lev 10:12 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
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
10:2
Lev 10:2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
民 16:35
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 王下 1:10 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
启 11:5
面前。
为是至圣的．
启 20:9
Lev 10:3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 10:9
Lev 10:13 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
民 6:3
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 士 13:4 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
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 撒上 1:15 分、和你儿子的分．所吩咐我的
路 1:15
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
本是这样。
10:17
Lev 10:4 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 担当罪孽: Lev 10:14 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
28:38
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 出
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
利 5:1
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 利 5:17 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
利 7:18
所前抬到营外。
利 16:22 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当你的分、
民 14:33
Lev 10:5 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 赛 53:11 和你儿子的分。
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 结 4:4-6 Lev 10:15 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
来 9:28
吩咐的。
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
Lev 10:6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
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
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分．
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
Lev 10:16 当下摩西急切的寻找作
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
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
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
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
Lev 10:7 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
撒、以他玛发怒、说、
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
Lev 10:17 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
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
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
的话行了。
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
Lev 10:8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
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Lev 10:9 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
Lev 10:18 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
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
们死亡．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
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
远的定例．
Lev 10:19 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
Lev 10:10 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
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
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
Lev 10:11 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
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
藉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
呢。
例、教训他们。
Lev 10:20 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
利未记 (利) Lev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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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类．

第十一章
Lev 11:1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Lev 11:2 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

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
些．
Lev 11:3 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Lev 11:4 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
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
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
Lev 11:5 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
与你们不洁净。
Lev 11:6 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
与你们不洁净。
Lev 11:7 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
嚼、就与你们不洁净。
Lev 11:8 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
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
净。
Lev 11:9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
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
的、都可以吃。
Lev 11:10 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
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
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Lev 11:11 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
的、你们不可吃他的肉、死的也
当以为可憎。
Lev 11:12 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
都当以为可憎。
Lev 11:13 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
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
头雕、
Lev 11:14 鹞鹰、小鹰、与其类．
Lev 11:15 乌鸦、与其类．
Lev 11:16 鸵鸟、夜鹰、鱼鹰、鹰、与
His Faith

11:14

Lev 11:17 鸮鸟、鸬鹚、猫头鹰、

鹞:音要

Lev 11:18 角鸱、鹈鹕、秃雕、

11:17

Lev 11:19 鹳、鹭鸶、与其类．戴鵀、

鸮:音消

与蝙蝠。
鸱:音吃 Lev 11:20 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
鹈鹕:音提
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壶
Lev 11:21 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
11:19
鹳:音冠 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
鵀:音任
的、你们还可以吃。
11:22
Lev 11:22 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
太 3:4
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
11:29
鼬:音又 们都可以吃。
鼫:音石
Lev 11:23 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
11:30
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蝘蜓:音眼
停
Lev 11:24 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
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Lev 11:25 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
晚上、并要洗衣服。
Lev 11:26 凡走兽分蹄不成两瓣、也
不倒嚼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
摸了的、就不洁净。
Lev 11:27 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
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Lev 11:28 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
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
不洁净的。
Lev 11:29 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
的、乃是这些．鼬鼠、鼫鼠、蜥蜴、
与其类．
Lev 11:30 壁虎、龙子、守宫、蛇医、
蝘蜓．
Lev 11:31 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
洁净的．在他死了以后、凡摸了
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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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11:32 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

Lev 11:43 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

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
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
作什么工用的器皿、须要放在水
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
洁净了。
11:45
Lev 11:33 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
彼前 1:16
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
11:47
约一 4:1
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
Lev 11:34 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 12:2-4
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 共四十天
才满了洁
净的日子
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
Lev 11:35 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 12:5
共八十天
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才满了洁
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 净的日子
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 12:5
之后...继
Lev 11:36 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 续...
参看
子、仍是洁净．惟挨了那死的、 利 12:4
的翻法
就不洁净。
Lev 11:37 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
种的子粒上、子粒仍是洁净．
Lev 11:38 若水已经浇在子粒上、那
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子粒就
与你们不洁净。
Lev 11:39 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
了、有人摸他、必不洁净到晚上．
Lev 11:40 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
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
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Lev 11:41 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
都不可吃。
Lev 11:42 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
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
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
吃、因为是可憎的。

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
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
Lev 11:44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
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
物污秽自己．
Lev 11:45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
出来的耶和华、要作你们的 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的。
Lev 11:46 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
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
Lev 11:47 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
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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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Lev 12: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12: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

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
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
一样。
Lev 12:3 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
Lev 12:4 之后妇人等待产血洁净期
间、要继续家居三十三天．不可
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直到
他洁净的日子满了。a
Lev 12:5 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
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之
后继续家居六十六天、等待产血
洁净。
a Lev 12:4 之后妇人...
hr`h(f* ym@d+B! bv@T@ <ym!y` tv#Ov=W <oy <yv!Ov=W
ab)t* aO vD`q+M!h^-la#w+ uG`t!-aO vd\q)-lk*B=
.Hr`h(f* ym@y+ taOm=-du^
和合本译作和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
十三天．他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
可进入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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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12:6 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

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
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
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
口、交给祭司．
Lev 12:7 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他的血源就洁净了．
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
生男生女。
Lev 12:8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
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
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
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
净了。

12:8
路 2:24

第十三章
Lev 13:1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Lev 13:2 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

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
皮上成了大痲疯的灾病、就要将
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作祭司
的一个子孙面前．
Lev 13:3 祭司要察看肉皮上的灾病．
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
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
大痲疯的灾病．祭司要察看他、
定他为不洁净。
Lev 13:4 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
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
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
锁七天．
Lev 13:5 第七天祭司要察看他、若
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
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
Lev 13:6 第七天祭司要再察看他、
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
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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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
Lev 13:7 但他为得洁净、将身体给
祭司察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
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察看．
Lev 13:8 祭司要察看．癣若在皮上
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
痲疯。
Lev 13:9 人有了大痲疯的灾病、就
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
Lev 13:10 祭司要察看．皮上若长了
白疖、使毛变白、在长白疖之处
有了红瘀肉、
Lev 13:11 这是肉皮上的旧大痲疯、
祭司要定他为不洁净、不用将他
关锁、因为他是不洁净了。
Lev 13:12 大痲疯若在皮上四外发
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
司察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
Lev 13:13 祭司就要察看．全身的肉、
若长满了大痲疯、就要定那患灾
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
乃洁净了。
Lev 13:14 但红肉几时显在他的身
上、就几时不洁净。
Lev 13:15 祭司一看那红肉、就定他
为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是
大痲疯。
Lev 13:16 红肉若复原、又变白了、
他就要来见祭司．
Lev 13:17 祭司要察看．灾病处若变
白了、祭司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
洁净、他乃洁净了。
Lev 13:18 人若在皮肉上长疮、却治
好了、
Lev 13:19 在长疮之处又起了白疖、
或是白中带红的火斑、就要给祭
利未记 (利) Lev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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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察看．
Lev 13:20 祭司要察看．若现象洼于
皮、其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定
他为不洁净、是大痲疯的灾病发
在疮中。
Lev 13:21 祭司若察看、其上没有白
毛、也没有洼于皮、乃是发暗、
就要将他关锁七天．
Lev 13:22 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
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灾病。
Lev 13:23 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
发散、便是疮的痕迹、祭司就要
定他为洁净。
Lev 13:24 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
火毒的瘀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
带红的、或是全白的、
Lev 13:25 祭司就要察看．火斑中的
毛若变白了、现象又深于皮、是
大痲疯在火毒中发出、就要定他
为不洁净、是大痲疯的灾病。
Lev 13:26 但是祭司察看、在火斑中
若没有白毛、也没有洼于皮、乃
是发暗、就要将他关锁七天．
Lev 13:27 到第七天祭司要察看他、
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了、就要定
他为不洁净、是大痲疯的灾病。
Lev 13:28 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
在皮上发散、乃是发暗、是起的
火毒、祭司要定他为洁净、不过
是火毒的痕迹。
Lev 13:29 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
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
Lev 13:30 祭司就要察看、这灾病现
象若深于皮、其间有细黄毛、就
要定他为不洁净、这是头疥、是
头上、或是胡须上的大痲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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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13:31 祭司若察看头疥的灾病、

现象不深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
就要将长头疥灾病的关锁七天．
Lev 13:32 第七天祭司要察看灾病、
若头疥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
毛、头疥的现象不深于皮、
Lev 13:33 那人就要剃去须发、但他
不可剃头疥之处、祭司要将那长
头疥的、再关锁七天．
Lev 13:34 第七天祭司要察看头疥、
头疥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象也
不深于皮、就要定他为洁净、他
要洗衣服、便成为洁净。
Lev 13:35 但他得洁净以后、头疥若
在皮上发散开了、
Lev 13:36 祭司就要察看他．头疥若
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毛、
他是不洁净了。
Lev 13:37 祭司若看头疥已经止住、
其间也长了黑毛、头疥已然痊愈、
那人是洁净了、就要定他为洁净。
Lev 13:38 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了
火斑、就是白火斑、
Lev 13:39 祭司就要察看．他们肉皮
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这是皮
上发出的白癣、那人是洁净了。
Lev 13:40 人头上的发若掉了、他不
过是头秃、还是洁净。
Lev 13:41 他顶前若掉了头发、他不
过是顶门秃、还是洁净。
Lev 13:42 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
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这就是大
痲疯、发在他头秃处、或是顶门
秃处．
Lev 13:43 祭司就要察看．他起的那
灾病、若在头秃处、或是顶门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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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有白中带红的、像肉皮上大
痲疯的现象．
14:2
Lev 13:44 那人就是长大痲疯不洁
路 3:3
净的、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 路 5:14
他的灾病是在头上。
Lev 13:45 身上有长大痲疯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
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
不洁净了。
Lev 13:46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
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
要独居营外。
Lev 13:47 染了大痲疯灾病的衣服、
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
Lev 13:48 无论是在经上、在纬上、
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
上、或在皮子作的什么物件上、
Lev 13:49 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经
上、纬上、或在皮子作的什么物
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
红、是大痲疯的灾病、要给祭司
察看。
Lev 13:50 祭司就要察看那灾病、把
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
Lev 13:51 第七天他要察看那灾病、
灾病或在衣服上、经上、纬上、
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当
作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痲疯、
都是不洁净了。
Lev 13:52 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
经上、纬上、羊毛上、麻衣上、或
是皮子作的什么物件上、他都要
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痲疯、
必在火中焚烧。
Lev 13:53 祭司要察看、若灾病在衣
服上、经上、纬上、或是皮子作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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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
Lev 13:54 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
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
Lev 13:55 洗过以后、祭司要察看．
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
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
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
火中焚烧。
Lev 13:56 洗过以后、祭司要察看．
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那灾
病从衣服上、皮子上、经上、纬
上、都撕去。
Lev 13:57 若仍现在衣服上、或是经
上、纬上、皮子作的什么物件上、
这就是灾病又发了、必用火焚烧
那染灾病的物件。
Lev 13:58 所洗的衣服、或是经、或
是纬、或是皮子作的什么物件、
若灾病离开了、要再洗、就洁净
了。
Lev 13:59 这就是大痲疯灾病的条
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
衣服上、经上、纬上、和皮子作
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
或是不洁净。

第十四章
Lev 14: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14:2 长大痲疯得洁净的日子、

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
Lev 14:3 祭司要出到营外察看．若
见他的大痲疯痊愈了、
Lev 14:4 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
拿两只洁净的活鸟、和香柏木、
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
Lev 14:5 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
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利未记 (利) Lev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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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14:6 至于那只活鸟、祭司要把

Lev 14:16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

他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
草、一同蘸于宰在活水上的鸟血
中、
14:9
Lev 14:7 用以在那长大痲疯求洁净
赛 7:20
的人身上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
又把活鸟放在田野里。
Lev 14:8 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
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
帐棚外居住七天。
Lev 14:9 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
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
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就洁净了。
Lev 14:10 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
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
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
面伊法十分之三、为素祭、并油
一罗革、一同取来。
Lev 14:11 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
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
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Lev 14:12 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
为赎愆祭、和那一罗革油、一同
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Lev 14:13 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
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
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
是至圣的。
Lev 14:14 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
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
拇指上。
Lev 14:15 祭司要从那一罗革油中
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
头弹七次．
Lev 14:17 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
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
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
Lev 14:18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
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
面前为他赎罪。
Lev 14:19 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
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
宰燔祭牲。
Lev 14:20 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
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Lev 14:21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
就要取一只公羊羔作赎愆祭、可
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
油的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为素祭、
和油一罗革、一同取来。
Lev 14:22 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
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作赎罪
祭、一只作燔祭。
Lev 14:23 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
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交给祭司。
Lev 14:24 祭司要把赎愆祭的羊羔、
和那一罗革油、一同作摇祭、在
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Lev 14:25 要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
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那求洁净
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
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Lev 14:26 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
的左手掌里．
Lev 14:27 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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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
Lev 14:28 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
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
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赎愆祭之血的原处。
Lev 14:29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
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
面前为他赎罪。
Lev 14:30 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
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雏鸽、
Lev 14:31 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
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
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
他赎罪。
Lev 14:32 这是那有大痲疯灾病的
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
够数的条例。
Lev 14:33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Lev 14:34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
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
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痲疯的灾
病、
Lev 14:35 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
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
Lev 14:36 祭司还没有进去察看灾
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
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
净．然后祭司要进去察看房子。
Lev 14:37 他要察看那灾病、灾病若
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
凹斑纹、现象洼于墙、
Lev 14:38 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
房子封锁七天。
Lev 14:39 第七天祭司要再去察看．
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
Lev 14:40 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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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
之处．
Lev 14:41 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
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
净之处。
Lev 14:42 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
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墁房
子。
Lev 14:43 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
墁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
现、
Lev 14:44 祭司就要进去察看．灾病
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
食的大痲疯、是不洁净。
Lev 14:45 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
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
之处。
Lev 14:46 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
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Lev 14:47 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
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
服。
Lev 14:48 房子墁了以后、祭司若进
去察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
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
经消除。
Lev 14:49 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
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
Lev 14:50 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
宰在上面、
Lev 14:51 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
色线、并那活鸟、都蘸在被宰的
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洒房子
七次．
Lev 14:52 要用鸟血、活水、活鸟、香
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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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那房子。
Lev 14:53 但要把活鸟放在城外田
野里．这样洁净房子、〔原文作为
房子赎罪〕房子就洁净了。
Lev 14:54 这是为各类大痲疯的灾
病、和头疥、
Lev 14:55 并衣服、与房子的大痲疯、
Lev 14:56 以及疖子、癣、火斑、所立
的条例．
Lev 14:57 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
不洁净．这是大痲疯的条例。

水洗澡。
Lev 15:11 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
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
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Lev 15:12 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
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
用水涮洗。
Lev 15:13 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
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
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
Lev 15:14 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
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
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
Lev 15:15 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
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
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
罪。
Lev 15:16 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
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
Lev 15:17 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
精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
用水洗。
Lev 15:18 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
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
Lev 15:19 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
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Lev 15:20 女人在污秽之中、凡他所
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
物件、也都不洁净。
Lev 15:21 凡摸他床的、必不洁净到
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Lev 15:22 凡摸他所坐什么物件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Lev 15:23 在女人的床上、或在他坐
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

第十五章
Lev 15:1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Lev 15:2 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

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
净了。
Lev 15:3 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
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
Lev 15:4 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
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
Lev 15:5 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
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Lev 15:6 那坐患漏症人所坐之物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Lev 15:7 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
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
水洗澡。
Lev 15:8 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
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
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Lev 15:9 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
为不洁净。
Lev 15:10 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
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
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
利未记 (利) Lev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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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必不洁净到晚上。
Lev 15:24 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
了他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
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
Lev 15:25 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
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
漏症、他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
他在经期不洁净一样。
Lev 15:26 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
的床、所坐的物、都要看为不洁
净、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
Lev 15:27 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
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
衣服、用水洗澡。
Lev 15:28 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
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
Lev 15:29 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
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
司。
Lev 15:30 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
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Lev 15:31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
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
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
亡。
Lev 15:32 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
洁净的、
Lev 15:33 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
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
人同房的条例。

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
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
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
Lev 16:3 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
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Lev 16:4 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
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
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
16:7-10
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
可 15:6-15
戴。
Lev 16:5 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
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
祭。
Lev 16:6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
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Lev 16:7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
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Lev 16:8 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
与耶和华、一阄归与阿撒泻勒a。
Lev 16:9 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与耶和
华的羊、献为赎罪祭．
Lev 16:10 但那拈阄归与阿撒泻勒
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赎罪b、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与阿撒泻勒。
Lev 16:11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
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Lev 16:12 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
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
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
Lev 16:13 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
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
第十六章
施恩座、免得他死亡．
Lev 16:1 亚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
Lev 16:14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
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
a Lev 16:8 阿撒泻勒 lz}az`u&l^
晓谕摩西说、
b Lev 16:10 用以赎罪 wyl*u* rP@k^l= 原文作为他赎
Lev 16:2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
罪 或作为自己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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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
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
座的前面、弹血七次。
在那里．
16:22
Lev 16:15 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作
Lev 16:24 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
担当罪孽:
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 出 28:38 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
利 5:1
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 利 5:17 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
利 7:18
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利 10:17 姓赎罪。
民 14:33
Lev 16:16 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
Lev 16:25 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
赛 53:11
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 结 4:4-6 上焚烧。
来 9:28
当这样为圣所赎罪a、并因会幕
Lev 16:26 那放羊归与阿撒泻勒的
16:29
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利 23:27 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
Lev 16:17 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 民 29:7
进营。
诗 35:13
幕里不可有人、直等到他为自己 赛 58:3 Lev 16:27 作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
10:12
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 但
太 16:24 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
罪出来。
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
Lev 16:18 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
用火焚烧。
b
的坛那里、为坛赎罪 、又要取些
Lev 16:28 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
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
洗身、然后进营。
坛上四角的周围．
Lev 16:29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
Lev 16:19 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
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
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
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
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
不可作．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
Lev 16:20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
Lev 16:30 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
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
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
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
Lev 16:21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
Lev 16:31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
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
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
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
例。
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
Lev 16:32 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
送到旷野去。
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
Lev 16:22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
衣、行赎罪之礼。
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
Lev 16:33 他要为至圣所、和会幕、
人之地。
与坛赎罪c．并要为众祭司、和会
Lev 16:23 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
众的百姓赎罪。
Lev 16:34 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
*

a Lev 16:16 为圣所赎罪 原文或作为圣所遮盖罪
vd\Q)h^-lu^ rP#k!w+ 和合本译作在圣所行赎罪之礼
b Lev 16:18 为坛赎罪 原文或作为坛遮盖罪
wyl*u* rP#k!w+ 和合本译作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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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Q)h^ vD~q+m!-ta# rP#k!w+ 和合本译作他要在至圣
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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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
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Lev 17:11 因为活物的生命

第十七章
Lev 17:1 耶和华对摩西说、

17:3-14
申 12:13-

Lev 17:2 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 27

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 17:7
代下
乃是这样．
11:15
但 8:5
Lev 17:3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 亚 10:3
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 17:11
约 6:53
拘宰于营内营外、
太 26:28
Lev 17:4 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
17:14
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 约 6:54
6:63
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 约
启 19:20
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
Lev 17:5 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
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
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
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
Lev 17:6 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
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
Lev 17:7 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
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原文作公山
羊*〕这要作他们世世代代永远
的定例。
Lev 17:8 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
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
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
Lev 17:9 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
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Lev 17:10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
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
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
把他从民中剪除。
*

是在血
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
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
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Lev 17:12 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
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
的外人、也不可吃血。
Lev 17:13 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
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
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
土掩盖。
Lev 17:14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
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
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
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
Lev 17:15 凡吃自死的、或是被野兽
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
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
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
洁净。
Lev 17:16 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
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第十八章
Lev 18: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18: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

耶和华你们的 神。
Lev 18:3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
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
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
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
们的恶俗行。
Lev 18:4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
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 神。
a Lev 17:11 生命 vp#n\ 原文作魂,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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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18:5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

Lev 18:19 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

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我是耶和华。
18:5
Lev 18:6 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
尼 9:29
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 结 20:11
结 20:13
Lev 18:7 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 结 20:21
罗 10:5
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 加 3:12
可露他的下体。
18:16
Lev 18:8 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 太 14:4
本是你父亲的下体。
18:21
利 20:2
Lev 18:9 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 撒下
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 12:30
王上 11:7
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 王下
23:10
的下体。
耶 32:25
摩 5:26
Lev 18:10 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 徒 7:43
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 19:3
出 20:12
是露了自己的下体。
Lev 18:11 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
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他的
下体。
Lev 18:12 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他
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
Lev 18:13 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他
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
Lev 18:14 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
辱了你伯叔、他是你的伯叔母。
Lev 18:15 不可露你儿妇的下体、他
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他的下体。
Lev 18:16 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
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
Lev 18:17 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又
露他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他孙
女、或是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
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
Lev 18:18 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
娶他的姐妹作对头、露他的下体。

不可露他的下体、与他亲近。
Lev 18:20 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
污自己。
Lev 18:21 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
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 神的
名．我是耶和华。
Lev 18:22 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
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
Lev 18:23 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
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
这本是逆性的事。
Lev 18:24 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
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
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
上、玷污了自己。
Lev 18:25 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
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
居民。
Lev 18:26 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
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
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
外人、都不可行。
Lev 18:27（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
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
就玷污了。）
Lev 18:28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
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
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
Lev 18:29 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
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
Lev 18:30 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
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
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
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
华你们的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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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Lev 19: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19:2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

19:13
路 10:7

19:17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 太 18:15
的 神是圣洁的。
19:18
太 19:19
Lev 19:3 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
太 22:39
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 可 12:31
可 12:33
你们的 神。
罗 13:9
加 5:14
Lev 19:4 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 雅 2:8
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
和华你们的 神。
Lev 19:5 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
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
Lev 19:6 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
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
就必用火焚烧。
Lev 19:7 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
憎恶的、必不蒙悦纳．
Lev 19:8 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
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
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Lev 19:9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
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
的。
Lev 19:10 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
华你们的 神。
Lev 19:11 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
也不可彼此说谎。
Lev 19:12 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
亵渎你 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Lev 19:13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
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
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Lev 19:14 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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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
你的 神．我是耶和华。
Lev 19:15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
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
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
你的邻舍。
Lev 19:16 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
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
死．〔原文作流他的血〕我是耶和
华。
Lev 19:17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却
要责备a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
罪。
Lev 19:18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
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
是耶和华。
Lev 19:19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
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
两样搀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
可用两样搀杂的料作衣服、穿在
身上。
Lev 19:20 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
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
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治死、
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
Lev 19:21 那人要把赎愆祭、就是一
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
华面前。
Lev 19:22 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
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
罪就必蒙赦免。
Lev 19:23 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
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
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
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
a Lev 19:17却要责备 j~yk!oT j~k@oh 和合本译作总
要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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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礼的、是不可吃的。
19:26
Lev 19:24 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
申 18:10
申 18:14
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
代下 33:6
Lev 19:25 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
赛 2:6
耶 27:9
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 但 2:27
但 4:7
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但 5:7
Lev 19:26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 但 5:11
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
20:3
利 18:21
Lev 19:27 头的周围不可剃、〔周围
或作两鬓〕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 20:8
来 13:12
坏。
20:9
Lev 19:28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 出 21:17
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20:13
Lev 19:29 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他 罗 1:27
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
地就满了大恶。
Lev 19:30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
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Lev 19:31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
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
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
的 神。
Lev 19:32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
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
你的 神．我是耶和华。
Lev 19:33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
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
Lev 19:34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
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
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
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Lev 19:35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
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
此。
Lev 19:36 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码、
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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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 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
Lev 19:37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
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

第二十章
Lev 20: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0:2 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

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
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
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
石头把他打死。
Lev 20:3 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
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
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
圣名。
Lev 20:4 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
地人若佯为不见、不把他治死、
Lev 20:5 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
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
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
Lev 20:6 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
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
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
Lev 20:7 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
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Lev 20:8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Lev 20:9 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
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
到他身上。〔罪原文作血本章同〕
Lev 20:10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
淫妇、都必治死。
Lev 20:11 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
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Lev 20:12 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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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二人治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20:21
Lev 20:13 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
太 14:4
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
20:27
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 撒上 28:9
代上
身上。
10:13
赛 8:19
Lev 20:14 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
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
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
Lev 20:15 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治死
他、也要杀那兽。
Lev 20:16 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
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
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Lev 20:17 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
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
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
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
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
孽。
Lev 20:18 妇人有月经、若与他同房、
露了他的下体、就是露了妇人的
血源、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源、
二人必从民中剪除。
Lev 20:19 不可露姨母、或是姑母的
下体、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
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Lev 20:20 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就
羞辱了他的伯叔、二人要担当自
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
Lev 20:21 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
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
人必无子女。
Lev 20:22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
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
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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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20:23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

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
我厌恶他们。
Lev 20:24 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
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
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
华你们的 神、使你们与万民有
分别的。
Lev 20:25 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
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
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
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
为可憎恶的。
Lev 20:26 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
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
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
Lev 20:27 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
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
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
们身上。

第二十一章
Lev 21: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说、祭司不可
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Lev 21:2 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
儿女、弟兄、
Lev 21:3 和未曾出嫁作处女的姐妹、
才可以沾染自己。
Lev 21:4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
可从俗沾染自己。
Lev 21:5 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
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
Lev 21:6 要归
神为圣、不可亵渎
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
是 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
利未记 (利) Lev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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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们要成为圣。
Lev 21:7 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
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
妻、因为祭司是归 神为圣。
Lev 21:8 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
他奉献你 神的食物．你要以他
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
华是圣的。
Lev 21:9 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
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
他焚烧。
Lev 21:10 在弟兄中作大祭司、头上
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
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
裂衣服．
Lev 21:11 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
父母沾染自己．
Lev 21:12 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
神的圣所、因为 神膏油的冠冕
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
Lev 21:13 他要娶处女为妻。
Lev 21:14 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
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
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
Lev 21:15 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
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Lev 21:16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1:17 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
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
近前来献他 神的食物．
Lev 21:18 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
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
体有余的、
Lev 21:19 折脚折手的、
Lev 21:20 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
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
利未记 (利) Lev 第二十二章

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
Lev 21:21 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
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
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
来献 神的食物。
Lev 21:22
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
至圣的、他都可以吃。
Lev 21:23 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
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
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
的耶和华。
Lev 21:24 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
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

第二十二章
Lev 22: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2:2 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

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
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
我是耶和华。
Lev 22:3 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
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
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
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
我是耶和华。
Lev 22:4 亚伦的后裔、凡长大痲疯
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
直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死
尸不洁净的物、〔物或作人〕或是
遗精的人、
Lev 22:5 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
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
（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
Lev 22:6 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
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
可吃圣物。
Lev 22:7 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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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
食物。
Lev 22:8 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
的、他不可吃、因此污秽自己．
我是耶和华。
Lev 22:9 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
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
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Lev 22:10 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
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
可吃圣物。
Lev 22:11 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
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生在
他家的人、也可以吃。
Lev 22:12 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
不可吃举祭的圣物。
Lev 22:13 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
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
父家、与他青年一样、就可以吃
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
Lev 22:14 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
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
祭司。
Lev 22:15 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
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
Lev 22:16 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
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
耶和华。
Lev 22:17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2:18 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
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
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
就是献给耶和华作燔祭的．
Lev 22:19 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
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
His Faith

蒙悦纳。
Lev 22:20 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
上、因为这不蒙悦纳。
Lev 22:21 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
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
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献的、所献
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
Lev 22:22 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
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
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
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Lev 22:23 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
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
可作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
不蒙悦纳。
Lev 22:24 肾子损伤的、或是压碎的、
或是破裂的、或是骟了的、不可
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
不可这样行。
Lev 22:25 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
手、一样也不可接受、作你们
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
坏、有残疾、不蒙悦纳。
Lev 22:2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22:27 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
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
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
作为耶和华的火祭。
Lev 22:28 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
可同日宰母和子。
Lev 22:29 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
要献得可蒙悦纳。
Lev 22:30 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
早晨、我是耶和华。
Lev 22:31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
命．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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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22:32 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

Lev 23:12 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

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23:16
Lev 22:33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徒 2:1
作你们的 神．我是耶和华。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
耶和华为燔祭。
Lev 23:13 同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
细面伊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
火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奠祭、
要酒一欣四分之一。
Lev 23:14 无论是饼、是烘的子粒、
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直等
到把你们献给 神的供物带来
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
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
的定例。
Lev 23:15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
了七个安息日。
Lev 23:16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
耶和华。
Lev 23:17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
面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
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
给耶和华。
Lev 23:18 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
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
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
祭献给耶和华、就是作馨香的火
祭献给耶和华。
Lev 23:19 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
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
平安祭。
Lev 23:20 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
子作的饼、一同作摇祭、在耶和
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
为圣物归给祭司的。

23:22

第二十三章

得 2:16

Lev 23: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3: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

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
节期．
Lev 23:3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圣
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
都不可作、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
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Lev 23:4 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
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
这些．
Lev 23:5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Lev 23:6 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
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
日。
Lev 23:7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
碌的工都不可作．
Lev 23:8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
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
不可作。
Lev 23:9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3:10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
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
带给祭司．
Lev 23:11 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
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
摇一摇。
利未记 (利) Lev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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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23:21 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

Lev 23:35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这在你
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
远的定例。
23:27
Lev 23:22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
利 16:29
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
23:34
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 申 16:13
申 16:16
耶和华你们的 神。
申 31:10
拉 3:4
Lev 23:23 耶和华对摩西说、
尼 8:14
Lev 23:24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 亚 14:16
约 7:2
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
吹角作记念、当有圣会。
Lev 23:25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Lev 23:2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23:27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
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Lev 23:28 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作、
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
的 神面前赎罪。
Lev 23:29 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
必从民中剪除。
Lev 23:30 凡这日作什么工的、我必
将他从民中除灭。
Lev 23:31 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作．这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
代永远的定例。
Lev 23:32 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
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
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
息日。
Lev 23:33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3:34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
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
面前守这节七日。

碌的工都不可作。
Lev 23:36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
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
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
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Lev 23:37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
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
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
Lev 23:38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
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
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
Lev 23:39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
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
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
日也为圣安息。
Lev 23:40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
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
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
和华你们的 神面前欢乐七日。
Lev 23:41 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
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例。
Lev 23:42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
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Lev 23:43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 神。
Lev 23:44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
期、传给以色列人。

第二十四章
Lev 24: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24:2 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

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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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灯常常点着。
24:16
Lev 24:3 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
太 26:66
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
24:20
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你们世世 太 5:38
代代永远的定例。
Lev 24:4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
精金灯台上的灯。
Lev 24:5 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
饼、每饼用面伊法十分之二。
Lev 24:6 要把饼摆列两行、〔行或作
摞下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
前精金的桌子上。
Lev 24:7 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
上、作为记念、就是作为火祭献
给耶和华。
Lev 24:8 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
面前．这为以色列人作永远的约。
Lev 24:9 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
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
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中是至圣的。
Lev 24:10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
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
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
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
斗。
Lev 24:11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
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
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
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
儿。）
Lev 24:12 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
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Lev 24:1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Lev 24:14 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
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
利未记 (利) Lev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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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Lev 24:15 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
咒诅 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Lev 24:16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
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
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
Lev 24:17 打死人的、必被治死。
Lev 24:18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
以命偿命。
Lev 24:19 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
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
行。
Lev 24:20 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
疾、也要照样向他行。
Lev 24:21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治死。
Lev 24:22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
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Lev 24:23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
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第二十五章
Lev 25:1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
Lev 25: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

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
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Lev 25:3 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
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
Lev 25:4 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
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
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Lev 25:5 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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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
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25:10
Lev 25:6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
路 4:19
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
25:23
来 11:13
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彼前 1:17
Lev 25:7 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
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Lev 25:8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
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
息年、共是四十九年。
Lev 25:9 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
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
遍地发出角声。
Lev 25:10 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
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
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
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Lev 25:11 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
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
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
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Lev 25:12 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
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
Lev 25:13 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自
己的地业。
Lev 25:14 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
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
亏负。
Lev 25:15 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
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
卖给你。
Lev 25:16 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
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
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
Lev 25:17 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
敬畏你们的 神、因为我是耶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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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你们的 神。
Lev 25:18 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
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
地上安然居住。
Lev 25:19 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
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Lev 25:20 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
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
呢．
Lev 25:21 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
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
产。
Lev 25:22 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
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
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Lev 25:23 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
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
居的。
Lev 25:24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
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Lev 25:25 你的弟兄。〔弟兄指本国人
说下同〕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
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
弟兄所卖的赎回。
Lev 25:26 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
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
Lev 25:27 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
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
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Lev 25:28 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
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
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
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Lev 25:29 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
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
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
利未记 (利) Lev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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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
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
买主的手。
Lev 25:31 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
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
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
的手。
Lev 25:32 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
城邑、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
随时赎回。
Lev 25:33 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
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
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
手．因为利未人城邑的房屋、是
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Lev 25:34 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
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Lev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
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
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
居的一样。
Lev 25:36 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
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 神、使
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Lev 25:37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
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Lev 25:38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
迦南地赐给你们、要作你们的
神。
Lev 25:39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
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
他像奴仆服事你。
Lev 25:40 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
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事你直到禧

Lev 25:41 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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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
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Lev 25:42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
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
奴仆．
Lev 25:43 不可严严地辖管他．只要
敬畏你的 神。
Lev 25:44 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
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
Lev 25:45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
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
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
买人、他们要作你们的产业。
Lev 25:46 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
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
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
Lev 25:47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
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
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
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
Lev 25:48 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
无论是他的弟兄、
Lev 25:49 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
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
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
Lev 25:50 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
己的那年起、算到禧年．所卖的
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
年的工价。
Lev 25:51 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
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
Lev 25:52 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就
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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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赎价。
Lev 25:53 他和买主同住、要像每年
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
他。
Lev 25:54 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
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Lev 25:55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
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约。
26:12
林后 6:16

挪开陈粮。
Lev 26:11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
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Lev 26:12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
要作你们的 神、你们要作我的
子民。
Lev 26:13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
们不作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
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
Lev 26:14 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
我的诫命、
Lev 26:15 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
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
弃我的约、
Lev 26:16 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
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
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
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
吃你们所种的。
Lev 26:17 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
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
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
逃跑。
Lev 26:18 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
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
惩罚你们。
Lev 26:19 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
有的骄傲．又要使覆你们的天如
铁、载你们的地如铜。
Lev 26:20 你们要白白地劳力、因为
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
也不结果子。
Lev 26:21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

第二十六章
Lev 26:1 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

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
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
錾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
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Lev 26:2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
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Lev 26:3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
守我的诫命、
Lev 26:4 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
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
Lev 26:5 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
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
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
地上安然居住。
Lev 26:6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
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
兽从你们的地上息灭．刀剑也必
不经过你们的地。
Lev 26:7 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
倒在你们刀下。
Lev 26:8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
在你们刀下。
Lev 26:9 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
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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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
七倍、降灾与你们。
Lev 26:22 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
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
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
减少、道路荒凉。
Lev 26:23 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
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
Lev 26:24 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
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
Lev 26:25 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
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
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
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Lev 26:26 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
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
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
分量秤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
不饱。
Lev 26:27 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
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
Lev 26:28 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
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
们七次。
Lev 26:29 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
也要吃女儿的肉。
Lev 26:30 我又要毁坏你们的邱坛、
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
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
必厌恶你们。
Lev 26:31 我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
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
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
Lev 26:32 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
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
Lev 26:33 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
利未记 (利) Lev 第二十六章

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
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
荒凉。
Lev 26:34 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
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
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
安息。
Lev 26:35 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
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
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
Lev 26:36 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
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
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
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
人追赶、却要跌倒。
Lev 26:37 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
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
面前也必站立不住。
Lev 26:38 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
敌之地要吞吃你们。
Lev 26:39 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
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
之地消灭。
Lev 26:40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
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
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
Lev 26:41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
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
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
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Lev 26:42 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
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
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记念这地。
Lev 26:43 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
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
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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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
我的律例。
Lev 26:44 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
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
他们、将他们尽行灭绝、也不背
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
耶和华他们的 神．
Lev 26:45 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记
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
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
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作他们的
神．我是耶和华。
Lev 26:46 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
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藉着摩西立的。

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估定他
的价。
Lev 27:9 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
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
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
Lev 27:10 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
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
的．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
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
Lev 27:11 若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
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
安置在祭司面前．
Lev 27:12 祭司就要估定价值、牲畜
是好是坏、祭司怎样估定、就要
以怎样为是。
Lev 27:13 他若一定要赎回、就要在
你所估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
之一。
Lev 27:14 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
耶和华、祭司就要估定价值．房
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估定、就
要以怎样为定。
Lev 27:15 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
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估定的
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
仍旧归他。
Lev 27:16 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
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
按这地撒种多少估定价值、若撒
大麦一贺梅珥、要估价五十舍客
勒。
Lev 27:17 他若从禧年将地分别为
圣、就要以你所估定的价为定。
Lev 27:18 倘若他在禧年以后将地
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着未到禧
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

第二十七章
Lev 27:1 耶和华对摩西说、
Lev 27: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

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
的价值归给耶和华。
Lev 27:3 你估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
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平、估定
价银五十舍客勒。
Lev 27:4 若是女人、你要估定三十
舍客勒。
Lev 27:5 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
子你要估定二十舍客勒、女子估
定十舍客勒。
Lev 27:6 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
你要估定五舍客勒、女子估定三
舍客勒。
Lev 27:7 若是从六十岁以上、男人
你要估定十五舍客勒、女人估定
十舍客勒。
Lev 27:8 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估定
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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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
Lev 27:19 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
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
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地就
准定归他。
Lev 27:20 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
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
Lev 27:21 但到了禧年、那地从买主
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
为圣、和永献的地一样、要归祭
司为业。
Lev 27:22 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
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
和华、
Lev 27:23 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
值给他推算到禧年．当日他要以
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
Lev 27:24 到了禧年、那地要归卖主、
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
Lev 27:25 凡你所估定的价银、都要
按着圣所的平．二十季拉为一舍
客勒。
Lev 27:26 惟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
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
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
华的。
Lev 27:27 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价值、加上五
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
你所估定的价值卖了。
Lev 27:28 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
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
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
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
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
Lev 27:29 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
利未记 (利) Lev 第二十七章

赎、必被治死。
Lev 27:30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
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
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
圣的。
Lev 27:31 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
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
Lev 27:32 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杖
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
华为圣。
Lev 27:33 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
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
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
回。
Lev 27:34 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
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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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Num

第一章
Num 1: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

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
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
Num 1:2 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
室、宗族、人名的数目计算所有
的男丁。
Num 1:3 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
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
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Num 1:4 每支派中、必有一人作本
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
Num 1:5 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
示丢珥的儿子以利蓿．
Num 1:6 属西缅的、有苏利沙代的
儿子示路蔑．
Num 1:7 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
儿子拿顺．
Num 1:8 属以萨迦的、有苏押的儿
子拿坦业．
Num 1:9 属西布伦的、有希伦的儿
子以利押。
Num 1:10 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
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属玛拿
西的、有比大蓿的儿子迦玛列．
Num 1:11 属便雅悯的、有基多尼的
儿子亚比但．
Num 1:12 属但的、有亚米沙代的儿
子亚希以谢．
Num 1:13 属亚设的、有俄兰的儿子
帕结．
Num 1:14 属迦得的、有丢珥的儿子
以利雅萨．
Num 1:15 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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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亚希拉。
Num 1:16 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
作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
中的统领。
Num 1:17 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
按名指定的人、
Num 1:18 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
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室、宗族、
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的、
都述说自己的家谱。
Num 1:19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
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
*
Num 1:20-21 以色列的长子 、流便子
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
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
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四万
六千五百名。
Num 1:22-23 西缅子孙的后代、照着
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
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
男丁、共有五万九千三百名。
Num 1:24-25 迦得子孙的后代、照着
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
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
共有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名。
Num 1:26-27 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
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
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
共有七万四千六百名。
Num 1:28-29 以萨迦子孙的后代、照
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
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
的、共有五万四千四百名。
Num 1:30-31 西布伦子孙的后代、照
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
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
民数记 (民) Num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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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有五万七千四百名。
1:45-46
Num 1:32-33 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
出 38:26
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名
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
去打仗被数的、共有四万零五百
名。
Num 1:34-35 玛拿西子孙的后代、照
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
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
的、共有三万二千二百名。
Num 1:36-37 便雅悯子孙的后代、照
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
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
的、共有三万五千四百名。
Num 1:38-39 但子孙的后代、照着家
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
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
共有六万二千七百名。
Num 1:40-41 亚设子孙的后代、照着
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
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
共有四万一千五百名。
Num 1:42-43 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
照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数的、共有五万三千四百名。
Num 1:44 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
西亚伦、和以色列中十二个首领
所数点的．这十二个人各作各宗
族的代表。
Num 1:45-46 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
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
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六十万零
三千五百五十名。
Num 1:47 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
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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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48 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1:49 惟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

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
们的总数。
Num 1:50 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
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
的、他们要抬〔或作搬运〕帐幕和
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
在帐幕的四围安营。
Num 1:51 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
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
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
治死。
Num 1:52 以色列人支搭帐棚、要照
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
纛。
Num 1:53 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
的四围安营、免得忿怒临到以色
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
帐幕。
Num 1:54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
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
行了。

第二章
Num 2:1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Num 2:2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纛

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
幕的四围安营。
Num 2:3 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
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纛．有亚
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作犹大人的
首领。
Num 2:4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七万
四千六百名。
Num 2:5 挨着他安营的是以萨迦支
派．有苏押的儿子拿坦业作以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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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人的首领。
Num 2:6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五万
四千四百名。
Num 2:7 又有西布伦支派．希伦的
儿子以利押、作西布伦人的首领。
Num 2:8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五万
七千四百名。
Num 2:9 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
的、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名．要
作第一队往前行。
Num 2:10 在南边、按着军队是流便
营的纛．有示丢珥的儿子以利蓿
作流便人的首领。
Num 2:11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四万
六千五百名。
Num 2:12 挨着他安营的是西缅支
派．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蔑作西
缅人的首领。
Num 2:13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五万
九千三百名。
Num 2:14 又有迦得支派．丢珥的儿
子以利雅萨作迦得人的首领。
Num 2:15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四万
五千六百五十名。
Num 2:16 凡属流便营按着军队被
数的、共有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
名．要作第二队往前行。
Num 2:17 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
未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安营。
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
本纛。
Num 2:18 在西边按着军队是以法
莲营的纛．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
玛作以法莲人的首领。
Num 2:19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四万
零五百名。
His Faith

Num 2:20 挨着他的是玛拿西支派、

比大蓿的儿子迦玛列作玛拿西
人的首领。
Num 2:21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三万
二千二百名。
Num 2:22 又有便雅悯支派．基多尼
的儿子亚比但、作便雅悯人的首
领。
Num 2:23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三万
五千四百名。
Num 2:24 凡属以法莲营按着军队
被数的、共有十万零八千一百名．
要作第三队往前行。
Num 2:25 在北边按着军队是但营
的纛．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谢、
作但人的首领。
Num 2:26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六万
二千七百名。
Num 2:27 挨着他安营的是亚设支
派．俄兰的儿子帕结作亚设人的
首领。
Num 2:28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四万
一千五百名。
Num 2:29 又有拿弗他利支派．以南
的儿子亚希拉作拿弗他利人的
首领。
Num 2:30 他军队被数的、共有五万
三千四百名。
Num 2:31 凡但营被数的、共有十五
万七千六百名．要归本纛作末队
往前行。
Num 2:32 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
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
被数的、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
五十名。
Num 2:33 惟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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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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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Num 3:1 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

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Num 3:2 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
答、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
他玛。
Num 3:3 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
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
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
Num 3:4 拿答、亚比户、在西乃的旷
野向耶和华献凡火的时候、就死
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
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
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Num 3:5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3:6 你使利未支派近前来、站
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事他。
Num 3:7 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
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
Num 3:8 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
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
的事。
Num 3:9 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
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
中选出来给他的。
Num 3:10 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
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
外人必被治死。
Num 3:1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3:12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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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
的．利未人要归我。
Num 3:13 因为凡头生的是我的、我
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日、
就把以色列中一切头生的、连人
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
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Num 3:14 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
谕摩西说、
Num 3:15 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
室、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
男子、都要数点。
Num 3:16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
咐的数点他们。
Num 3:17 利未众子的名字是革顺、
哥辖、米拉利。
Num 3:18 革顺的儿子、按着家室、
是立尼、示每。
Num 3:19 哥辖的儿子、按着家室、
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
Num 3:20 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家室、
是抹利、母示。这些按着宗族是
利未人的家室。
Num 3:21 属革顺的、有立尼族、示
每族．这是革顺的二族。
Num 3:22 其中被数从一个月以外
所有的男子、共有七千五百名。
Num 3:23 这革顺的二族要在帐幕
后西边安营。
Num 3:24 拉伊勒的儿子以利雅萨
作革顺人宗族的首领。
Num 3:25 革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
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
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
Num 3:26 院子的帷子、和门帘（院
子是围帐幕和坛的）、并一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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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绳子。
Num 3:27 属哥辖的、有暗兰族、以
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薛族．这
是哥辖的诸族。
Num 3:28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
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八千
六百名。
Num 3:29 哥辖儿子的诸族、要在帐
幕的南边安营。
Num 3:30 乌薛的儿子以利撒反作
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
Num 3:31 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
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
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
之物。
Num 3:32 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
撒、作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要
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
Num 3:33 属米拉利的、有抹利族、
母示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
Num 3:34 他们被数的、按所有男子
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
六千二百名。
Num 3:35 亚比亥的儿子苏列、作米
拉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
幕的北边安营。
Num 3:36 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
守帐幕的板、闩、柱子、带卯的
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
Num 3:37 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
座、橛子、和绳子。
Num 3:38 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
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
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
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
的外人、必被治死。
His Faith

Num 3:39 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

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
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
有二万二千名。
Num 3:40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
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
头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
Num 3:41 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
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
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
色列所有头生的牲畜。
Num 3:42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
的、把以色列人头生的都数点了。
Num 3:43 按人名的数目、从一个月
以外、凡头生的男子、共有二万
二千二百七十三名。
Num 3:44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3:45 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
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
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
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
Num 3:46 以色列人中头生的男子、
比利未人多二百七十三个、必当
将他们赎出来。
Num 3:47 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
每人取赎银五舍客勒（一舍客
勒是二十季拉）、
Num 3:48 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
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Num 3:49 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
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
Num 3:50 从以色列人头生的所取
之银、按圣所的平、有一千三百
六十五舍客勒。
Num 3:51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
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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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所吩咐的。

就是火鼎、肉锸子、铲子、盘子、
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
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
Num 4:15 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
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
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
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
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
子孙所当抬的。
Num 4:16 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
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
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
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
圣所、和圣所的器具。
Num 4:17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Num 4:18 你们不可将哥辖人的支
派从利未人中剪除。
Num 4:19 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各
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
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至死亡。
a
Num 4:20 只是当遮盖 圣物的时候
他们不可进去观看、免得他们死
亡b。
Num 4:2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4:22 你要将革顺子孙的总数、
照着宗族、家室、
Num 4:23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
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
数点。
Num 4:24 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
抬的物、乃是这样．
Num 4:25 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

第四章
Num 4:1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Num 4:2 你从利未人中、将哥辖子

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室、宗族、
Num 4:3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
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
计算。
Num 4:4 哥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
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
Num 4:5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
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
用以蒙盖法柜、
Num 4:6 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
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
Num 4:7 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
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奠酒
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
有常设的饼。
Num 4:8 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
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
Num 4:9 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
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
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
盖。
Num 4:10 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
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抬
架上。
Num 4:11 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
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
Num 4:12 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
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
蒙上、放在抬架上。
Num 4:13 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
毯子铺在坛上。
Num 4:14 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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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
狗皮、和会幕的门帘、
Num 4:26 院子的帷子和门帘（院
子是围帐幕和坛的）、绳子、并
所用的器具、不论是作什么用的、
他们都要经理。
Num 4:27 革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
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
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
们看守。
Num 4:28 这是革顺子孙的各族、在
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
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
下。
Num 4:29 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
照着家室、宗族、把他们数点。
Num 4:30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
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
要数点。
Num 4:31 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
抬帐幕的板、闩、柱子、和带卯
的座、
Num 4:32 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
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
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
你们要按名指定。
Num 4:33 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
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
儿子以他玛的手下。
Num 4:34 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首
领、将哥辖的子孙照着家室、宗
族、
Num 4:35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
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
点了。
Num 4:36 被数的共有二千七百五

十名。
Num 4:37 这是哥辖各族中被数的、

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
伦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数点
的。
Num 4:38 革顺子孙中被数的、照着
家室、宗族、
Num 4:39-40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
有二千六百三十名。
Num 4:41 这是革顺子孙各族中被
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
摩西亚伦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
咐数点的。
Num 4:42 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
的、照着家室、宗族、
Num 4:43-44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
有三千二百名。
Num 4:45 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
被数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
藉摩西所吩咐数点的。
Num 4:46 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
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
室、宗族、所数点的、
Num 4:47-48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作抬物之
工的、共有八千五百八十名。
Num 4:49 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
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
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第五章
Num 5: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5:2 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

长大痲疯的、患漏症的、并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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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
Num 5:3 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
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
营是我所住的。
Num 5:4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
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
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Num 5:5 耶和华对摩西说、
Num 5:6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
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
至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
Num 5:7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
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
五分之一、也归与所亏负的人。
Num 5:8 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
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与服事
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
的公羊是在外。
Num 5:9 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
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与祭
司。
Num 5:10 各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
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
Num 5:11 耶和华对摩西说、
Num 5:1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
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
Num 5:13 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
瞒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
作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
没有被捉住．
Num 5:14 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疑
恨他、他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
生了疑恨的心、疑恨他、他并没
有被玷污．
Num 5:15 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
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伊法十
民数记 (民) Num 第五章

分之一作供物、不可浇上油、也
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疑恨的
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
罪孽。
Num 5:16 祭司要使那妇人近前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Num 5:17 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
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
在水中。
Num 5:18 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
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
素祭、就是疑恨的素祭、放在他
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致咒诅的苦
水．
Num 5:19 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
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
丈夫作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致
咒诅苦水的灾。
Num 5:20 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
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
淫、
Num 5:21（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
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
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
了誓语。
Num 5:22 并且这致咒诅的水入你
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
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
阿们。
Num 5:23 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
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
Num 5:24 又叫妇人喝这致咒诅的
苦水．这水要进入他里面变苦了。
Num 5:25 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
那疑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
一摇、拿到坛前。
164

FOJC.NET

民数记 (民) Num 第五章
Num 5:26 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

作为这事的记念、烧在坛上、然
后叫妇人喝这水。
Num 5:27 叫他喝了以后、他若被玷
污得罪了丈夫、这致咒诅的水必
进入他里面变苦了、他的肚腹就
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
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
Num 5:28 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
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
孕。
Num 5:29 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
的事、
Num 5:30 或是人生了疑恨的心、疑
恨他的妻、就有这疑恨的条例。
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
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
行、
Num 5:31 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
当自己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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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Num 6:1 耶和华对摩西说、
Num 6: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

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
人*的愿〔拿细珥就是归主的意思下
同〕、要离俗归耶和华．
Num 6:3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
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作的醋、不
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
萄和干葡萄。
Num 6:4 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
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所作的物、
都不可吃。
Num 6:5 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绺长
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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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的日子满了。
Num 6:6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
日子、不可挨近死尸。
Num 6:7 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
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
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 神的
凭据是在他头上。
Num 6:8 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
归耶和华为圣。
Num 6:9 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
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
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
Num 6:10 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
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
祭司。
Num 6:11 祭司要献一只作赎罪祭、
一只作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
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
圣洁。
Num 6:12 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
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
羔来作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
归徒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
污了。
Num 6:13 拿细耳人满了离俗的日
子、乃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
幕门口．
Num 6:14 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
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
羔、作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
的母羊羔、作赎罪祭、和一只没
有残疾的公绵羊、作平安祭、
Num 6:15 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
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并同
献的素祭、和奠祭。
Num 6:16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
民数记 (民) Num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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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
Num 6:17 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
6:27
无酵饼、献给耶和华作平安祭． 亚 10:12
又要将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献上。 7:9
撒下 6:3
Num 6:18 拿细耳人要在会幕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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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
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
Num 6:19 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
那已煮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
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
薄饼、都放在他手上。
Num 6:20 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
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
祭司．然后拿细耳人可以喝酒。
Num 6:21 许愿的拿细耳人为离俗
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
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
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
Num 6:22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6:23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Num 6:2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
你。
Num 6:25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
你、赐恩给你。
Num 6:26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
平安。
*
Num 6:27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 、为
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
们。
*

第七章
Num 7:1 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

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
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
了、使它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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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7:2 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

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
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
的人。
Num 7:3 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
和华面前、就是六辆篷子车、和
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
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
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
Num 7:4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7:5 你要收下这些、好作会幕
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
交给他们。
Num 7:6 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
给利未人。
Num 7:7 把两辆车、四只牛、照革顺
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Num 7:8 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
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
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
手下。
Num 7:9 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
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
在肩头上抬圣物。
Num 7:10 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
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
前献供物。
Num 7:11 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
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
领来献供物。
Num 7:12 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
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Num 7:13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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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7:29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盛满了香。
Num 7:15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16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17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
顺的供物。
Num 7:18 第二日来献的是以萨迦
子孙的首领、苏押的儿子拿坦业。
Num 7:19 他献为供物的是一个银
盘子、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
银碗、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
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
作素祭。
Num 7:20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21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22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23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苏押儿子拿坦业
的供物。
Num 7:24 第三日来献的是西布伦
子孙的首领、希伦的儿子以利押。
Num 7:25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26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27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28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希伦儿子以利押
的供物。
Num 7:30 第四日来献的、是流便子
孙的首领、示丢珥的儿子以利蓿。
Num 7:31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32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33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34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35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示丢珥的儿子以
利蓿的供物。
Num 7:36 第五日来献的是西缅子
孙的首领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
蔑。
Num 7:37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38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39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40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41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苏利沙代儿子示
路蔑的供物。
Num 7:42 第六日来献的、是迦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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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的首领、丢珥的儿子以利雅萨。
Num 7:43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44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45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46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47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丢珥的儿子以利
雅萨的供物。
Num 7:48 第七日来献的、是以法莲
子孙的首领亚米忽的儿子以利
沙玛。
Num 7:49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50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51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52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53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亚米忽儿子以利
沙玛的供物。
Num 7:54 第八日来献的、是玛拿西
子孙的首领比大蓿的儿子迦玛
列。
Num 7:55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民数记 (民) Num 第七章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56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57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58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59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比大蓿儿子迦玛
列的供物。
Num 7:60 第九日来献的、是便雅悯
子孙的首领基多尼的儿子亚比
但。
Num 7:61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62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63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64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65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
但的供物。
Num 7:66 第十日来献的、是但子孙
的首领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
谢。
Num 7:67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重
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68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69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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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70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71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亚米沙代儿子亚
希以谢的供物。
Num 7:72 第十一日来献的、是亚设
子孙的首领俄兰的儿子帕结。
Num 7:73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
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74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75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76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77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俄兰儿子帕结的
供物。
Num 7:78 第十二日来献的、是拿弗
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的儿子亚
希拉。
Num 7:79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
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重
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
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
Num 7:80 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
盛满了香。
Num 7:81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Num 7:82 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7:83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
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作平安祭．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
His Faith

的供物。
Num 7:84 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
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
是银盘子十二个、银碗十二个、
金盂十二个。
Num 7:85 每盘子重一百三十舍客
勒、每碗重七十舍客勒、一切器
皿的银子、按圣所的平、共有二
千四百舍客勒。
Num 7:86 十二个金盂盛满了香、按
圣所的平、每盂重十舍客勒．所
有的金子共一百二十舍客勒。
Num 7:87 作燔祭的、共有公牛十二
只、公羊十二只、一岁的公羊羔
十二只、并同献的素祭作赎罪祭
的公山羊十二只。
Num 7:88 作平安祭的、共有公牛二
十四只、公绵羊六十只、公山羊
六十只、一岁的公羊羔六十只．
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
坛之礼所献的。
Num 7:89 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
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
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
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第八章
Num 8: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8:2 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

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Num 8:3 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
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
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Num 8:4 这灯台的作法、是用金子
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
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
所指示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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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8:5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8:18 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

Num 8:6 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

列人中一切头生的。
Num 8:19 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
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
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
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
Num 8:20 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
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
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向他们这样行。
Num 8:21 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
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
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
们赎罪洁净他们。
Num 8:22 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
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
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
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
Num 8:2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8:24 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
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
幕的事。
Num 8:25 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
不再办事。
Num 8:26 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
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
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人来、洁净他们。
Num 8:7 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
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
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
Num 8:8 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
并同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
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作赎罪祭。
Num 8:9 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
聚以色列全会众．
Num 8:10 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
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
Num 8:11 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
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
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
Num 8:12 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
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作赎罪祭、
一只作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
未人赎罪。
Num 8:13 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
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
祭奉给耶和华。
Num 8:14 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
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
我。
Num 8:15 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
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
当作摇祭奉上．
Num 8:16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
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
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
Num 8:17 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
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
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天、将他
们分别为圣归我。
民数记 (民) Num 第九章

第九章
Num 9: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
野吩咐摩西说、
Num 9:2 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
期守逾越节、
Num 9:3 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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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
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
Num 9:4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
逾越节。
Num 9:5 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
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
人都照样行了。
Num 9:6 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
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
到摩西亚伦面前、
Num 9:7 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
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
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
呢。
Num 9:8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
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
们是怎样吩咐的。
Num 9:9 耶和华对摩西说、
Num 9:10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
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
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
耶和华守逾越节。
Num 9:11 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
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
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
Num 9:12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
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
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
Num 9:13 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
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
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
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
Num 9:14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
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
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

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
Num 9:15 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
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
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
如火。
Num 9:16 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
夜间形状如火。
Num 9:17 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
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
Num 9:18 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
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
住营几时。
Num 9:19 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
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
咐的、不起行。
Num 9:20 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
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住营、也
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Num 9:21 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
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
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
起行。
Num 9:22 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
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
列人就住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
去、他们就起行。
Num 9:23 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
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
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
和华吩咐摩西的。

第十章
Num 10: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10:2 你要用银子作两枝号、都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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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
叫众营起行。
Num 10:3 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
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
Num 10:4 若单吹一枝、众首领就是
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
那里。
Num 10:5 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
的营都要起行。
Num 10:6 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
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
必吹出大声。
Num 10:7 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
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
Num 10:8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吹
这号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
的定例。
Num 10:9 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
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
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 神面
前得蒙记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Num 10:10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
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
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 神
面前作为记念．我是耶和华你们
的 神。
Num 10:11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
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
Num 10:12 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
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
兰的旷野。
Num 10:13 这是他们照耶和华藉摩
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
Num 10:14 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
是犹大营的纛、统领军队的、是
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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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0:15 统领以萨迦支派军队的、

是苏押的儿子拿坦业。
Num 10:16 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
是希伦的儿子以利押。
Num 10:17 帐幕拆卸、革顺的子孙、
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
往前行。
Num 10:18 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
便营的纛、统领军队的、是示丢
珥的儿子以利蓿。
Num 10:19 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
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蔑。
Num 10:20 统领迦得支派军队的、
是丢珥的儿子以利雅萨。
Num 10:21 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
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
把帐幕支好。
Num 10:22 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
法莲营的纛、统领军队的、是亚
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
Num 10:23 统领玛拿西支派军队的、
是比大蓿的儿子迦玛列。
Num 10:24 统领便雅悯支派军队的
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但。
Num 10:25 在诸营末后的是但营的
纛、按着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
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谢。
Num 10:26 统领亚设支派军队的、
是俄兰的儿子帕结。
Num 10:27 统领拿弗他利支派军队
的、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
Num 10:28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
行、就是这样。
Num 10:29 摩西对他岳父〔或作内
兄〕米甸人流珥的儿子何巴说、
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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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
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
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
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
Num 10:30 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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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
Num 10:31 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
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
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
Num 10:32 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
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
必以什么好处待你。
Num 10:33 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
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
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
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Num 10:34 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
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
Num 10:35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
就说、耶和华阿、求你兴起、愿
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
面前逃跑。
Num 10:36 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
耶和华阿、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
万人中。
*

第十一章
Num 11:1 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

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
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
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
Num 11:2 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
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Num 11:3 那地方便叫作他备拉、因
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
Num 11:4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 大起
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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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我们肉吃呢。
Num 11:5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韭菜、葱、蒜。
Num 11:6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这吗哪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
有别的东西。
Num 11:7 这吗哪仿佛芫荽子、又好
像珍珠。
Num 11:8 百姓周围行走、把吗哪收
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
在锅中、又作成饼、滋味好像新
油。
Num 11:9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吗哪
也随着降下。
Num 11:10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
的帐棚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
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
Num 11:11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
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
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
我身上呢．
Num 11:12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
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
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
给他们祖宗的地去。
Num 11:13 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
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
我们肉吃罢。
Num 11:14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
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Num 11:15 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
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
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Num 11:16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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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
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
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
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Num 11:17 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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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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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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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1:18 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
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
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
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
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Num 11:19 你们不止吃一天、两天、
五天、十天、二十天、
Num 11:20 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
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
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
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
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Num 11:21 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
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
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Num 11:22 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
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
了来、就够他们吃么。
Num 11:23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
的膀臂岂是缩短了么．现在要看
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Num 11:24 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
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
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
四围。
Num 11:25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
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

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
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
却没有再说a。
Num 11:26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
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却
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
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Num 11:27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
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
言。
Num 11:28 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
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
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Num 11:29 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
故嫉妒人么。惟愿耶和华的百姓
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
Num 11:30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
老、都回到营里去。
Num 11:31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
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
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
面约有二肘。
Num 11:32 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
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
也取了十贺梅珥、为自己摆列在
营的四围。
Num 11:33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
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
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Num 11:34 那地方便叫作基博罗哈
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
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
a Num 11:25 以后... .Wps*y` aOw+ 原文作并无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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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人。
Num 11:35 百姓从基博罗哈他瓦走
到哈洗录、就住在哈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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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Num 12:1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

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
女子、就毁谤他、
Num 12:2 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
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么．这话、
耶和华听见了。
Num 12:3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
世上的众人。
Num 12:4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
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
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Num 12:5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
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
二人就出来了。
Num 12:6 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
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
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
与他说话。
Num 12:7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Num 12:8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
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
我的形像．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
西、为何不惧怕呢。
Num 12:9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
怒而去。
Num 12:10 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
不料、米利暗长了大痲疯、有雪
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
痲疯、
Num 12:11 就对摩西说、我主阿、求
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
His Faith

罪加在我们身上。
Num 12:12 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
腹、肉已半烂的死胎。
Num 12:13 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
神阿、求你医治他。
Num 12:14 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
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
羞七天么．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
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Num 12:15 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
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把
米利暗领进来。
Num 12:16 以后百姓从哈洗录起行、
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第十三章
Num 13: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13:2 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

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
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
的。
Num 13:3 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
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
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Num 13:4 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
的、有撒刻的儿子沙母亚．
Num 13:5 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
儿子沙法．
Num 13:6 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孚尼
的儿子迦勒．
Num 13:7 属以萨迦支派的、有约色
的儿子以迦．
Num 13:8 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
儿子何西阿．
Num 13:9 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孚
的儿子帕提．
Num 13:10 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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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迦叠．
Num 13:11 约瑟的子孙属玛拿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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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3:15 属迦得支派的、有玛基的
儿子臼利．
Num 13:16 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
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
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
Num 13:17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
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
Num 13:18 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
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
Num 13:19 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
之处是营盘是坚城。
Num 13:20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
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
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
那时正是葡萄初熟的时候。
Num 13:21 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
的旷野到利合、直到哈马口。
Num 13:22 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
伯仑、在那里有亚衲族人、亚希
幔、示筛、挞买、原来希伯仑城
被建造比埃及的锁安城早七年。
Num 13:23 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
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
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
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
Num 13:24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
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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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各谷。
*
Num 13:25 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
那地才回来。
Num 13:26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低斯、
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
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Num 13:27 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
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
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
子。
Num 13:28 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
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
里看见了亚衲族的人。
Num 13:29 亚玛力人住在南地、赫人、
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但河旁。
Num 13:30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
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罢、
我们足能得胜。
Num 13:31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
们比我们强壮。
Num 13:32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
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
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
民、都身量高大。
Num 13:33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
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
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第十四章
Num 14:1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

夜百姓都哭号。
Num 14:2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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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
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
这旷野。
Num 14:3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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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首领、回埃及去罢。
Num 14:5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
列全会众面前。
Num 14:6 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
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撕裂衣服、
Num 14:7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
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Num 14:8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
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Num 14:9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
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
同在、不要怕他们。
Num 14:10 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
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Num 14:11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
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
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
我要到几时呢。
Num 14:12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
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胜。
Num 14:13 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
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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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Num 14:14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
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
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
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
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
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
Num 14:15 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
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
列邦必议论说、
Num 14:16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
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Num 14:17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
所说过的话说、
Num 14:18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
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
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Num 14:19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
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
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Num 14:20 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
话赦免了他们。
Num 14:21 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Num 14:22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
话、
Num 14:23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
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
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
Num 14:24 惟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
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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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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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4:40 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
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
Num 14:29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
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
Num 14:41 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
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
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
Num 14:30 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
了。
你们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儿
Num 14:42 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
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
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
进去。
杀败了。
Num 14:31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
Num 14:43 亚玛力人、和迦南人、都
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
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
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
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
厌弃的那地。
他必不与你们同在。
Num 14:32 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
Num 14:44 他们却擅敢上山顶去、
必倒在这旷野。
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
Num 14:33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飘
出营。
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
Num 14:45 于是亚玛力人、和住在那
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
Num 14:34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
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珥玛。
*
日 、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
第十五章
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
Num 15:1 耶和华对摩西说、
了。
Num 15: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
Num 14:35 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
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
Num 15:3 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
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
取牛羊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无
亡。
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
Num 14:36 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
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祭、或是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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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
为馨香之祭。
Num 15:4 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
伊法十分之一、并油一欣四分之
一、调和作素祭、献给耶和华。
Num 15:5 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
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
祭的酒、一欣四分之一。
Num 15:6 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伊法
十分之二、并油一欣三分之一、
调和作素祭。
Num 15:7 又用酒一欣三分之一作
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
Num 15:8 你预备公牛作燔祭、或是
作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
是作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Num 15:9 就要把细面伊法十分之
三、并油半欣、调和作素祭、和
公牛一同献上。
Num 15:10 又用酒半欣作奠祭、献给
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Num 15:11 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
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
Num 15:12 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
按着只数都要这样办理。
Num 15:13 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
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
Num 15:14 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
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
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
Num 15:15 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
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
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
Num 15:16 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
His Faith

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
章。
Num 15:17 耶和华对摩西说、
Num 15:18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
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
Num 15:19 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
祭献给耶和华。
Num 15:20 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磨
面、作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
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
Num 15:21 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初熟
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Num 15:22 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
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
令、
Num 15:23 就是耶和华藉摩西一切
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
的世世代代、
Num 15:24 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
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
公牛犊作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
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
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Num 15:25 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
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
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
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
Num 15:26 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
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
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Num 15:27 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
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作赎罪
祭。
Num 15:28 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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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必蒙赦免。
Num 15:29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
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
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
Num 15:30 但那擅敢行事的、无论是
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
华、必从民中剪除．
Num 15:31 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
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Num 15:32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
Num 15:33 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
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
Num 15:34 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
样办他、还没有指明。
Num 15:35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
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
石头把他打死。
Num 15:36 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
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Num 15:37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15:38 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
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作繸子、又
在底边的繸子上、钉一根蓝细带
子。
Num 15:39 你们佩带这繸子、好叫你
们看见就记念遵行耶和华一切
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
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
Num 15:40 使你们记念遵行我一切
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与你们的
神。
Num 15:41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作
民数记 (民) Num 第十六章

你们的
神。

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第十六章
Num 16:1 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

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
中以利押的儿子大坍、亚比兰、
与比勒的儿子安、
Num 16:2 并以色列会中的二百五
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
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Num 16:3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
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
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
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
众呢。
Num 16:4 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
地、
Num 16:5 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
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
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
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
近他。
Num 16:6 可拉阿、你们要这样行、
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
Num 16:7 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
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
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
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
Num 16:8 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
子孙哪、你们听我说．
Num 16:9 以色列的
神从以色列
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
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
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Num 16:10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
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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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
职任么。
Num 16:11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
16:21
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 民 16:45
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Num 16:12 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押
的儿子大坍、亚比兰、他们说、
我们不上去。
Num 16:13 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
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
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
我们么。
Num 16:14 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
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
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
剜这些人的眼睛么。我们不上去。
Num 16:15 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
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
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
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Num 16:16 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
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
耶和华面前。
Num 16:17 各人要拿一个香炉、共二
百五十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
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
己的香炉。
Num 16:18 于是他们各人拿一个香
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
伦站在会幕门前。
Num 16:19 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
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
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Num 16:20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Num 16:21 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
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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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6:22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

说、 神、万人之灵的 神阿、
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
么。
Num 16:2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16:24 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
可拉、大坍、亚比兰帐棚的四围。
Num 16:25 摩西起来、往大坍、亚比
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
他去。
Num 16:26 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
这恶人的帐棚罢．他们的物件、
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
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
Num 16:27 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坍、
亚比兰帐棚的四围．大坍、亚比
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
出来站在自己的帐棚门口。
Num 16:28 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
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
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
你们知道。
Num 16:29 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
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
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
Num 16:30 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
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
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
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
藐视耶和华了。
Num 16:31 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Num 16:32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
吞下去。
Num 16:33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
民数记 (民) Num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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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活活地坠落阴间、地口在
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
他们上头照旧合闭、他们就从会
就俯伏于地。
中灭亡。
Num 16:46 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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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6:34 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
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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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们赎罪、因为有忿怒从耶和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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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6:35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 16:42
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云彩遮盖:
来、烧灭了那献香的二百五十个 出 24:15 Num 16:47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
出 40:34 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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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6:3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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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6:37 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
为百姓赎罪。
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 16:45
Num 16:48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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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
瘟疫就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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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6:49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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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13:20
Num 16:38 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 启 8:5
外、遭瘟疫死的、共有一万四千
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 16:48 七百人。
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 林后 2:15- Num 16:50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
16
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
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
且可以给以色列人作记号．
第十七章
Num 16:39 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
Num 17:1 耶和华对摩西说、
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
Num 17:2 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
锤出来用以包坛．
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
Num 16:40 给以色列人作记念、使亚
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
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来、
二根．你要将各人的名字写在各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
人的杖上。
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
Num 17:3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
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的。
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
Num 16:41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
根杖。
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
Num 17:4 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
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
Num 16:42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处。
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
Num 17:5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
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
Num 16:43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
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
Num 16:44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达到我耳中。
Num 16:45 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
Num 17:6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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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
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
亚伦的杖也在其中。
Num 17:7 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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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
耶 1:11
Num 17:8 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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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 诗 68:19
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
结了熟杏*。
Num 17:9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
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
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
己的杖拿去。
Num 17:10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
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
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
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
死亡。
Num 17:11 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
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
Num 17:12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
死啦、我们灭亡啦、都灭亡啦。
Num 17:13 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
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么。
*

*

第十八章
Num 18:1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

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
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
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
职任的罪孽、
Num 18:2 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
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
与你联合服事你、只是你和你的
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
职。
Num 18:3 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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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
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
死亡。
Num 18:4 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
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
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
Num 18:5 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
免得忿怒再临到以色列人。
Num 18:6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
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
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
办理会幕的事。
Num 18:7 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
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
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
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事
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治死。
Num 18:8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
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
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
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
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分。
Num 18:9 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
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
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
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
子孙。
Num 18:10 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
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
圣。
Num 18:11 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
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
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分、凡
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
Num 18:12 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
至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
民数记 (民) Num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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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初熟之物、我都赐给你。
Num 18:13 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
耶和华初熟之物、也都要归与你．
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
Num 18:14 以色列中一切永献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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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13
必归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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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8:15 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
18:20
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 创 14:23
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
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
Num 18:16 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
的、要照你所估定的价、按圣所
的平、用银子五舍客勒赎出来
（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
Num 18:17 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
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
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
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
祭献给耶和华。
Num 18:18 他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
胸、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
Num 18:19 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
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
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分、这是
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
作为永远的盐约〔盐即不废坏的意
思〕。
Num 18:20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

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
们中间也不可有分。我就是你的
分是你的产业。
Num 18:21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
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
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
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
Num 18:22 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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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
Num 18:23 惟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
事、担当罪孽、这要作你们世世
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
人中不可有产业．
Num 18:24 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
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
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
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
可有产业。
Num 18:25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Num 18:26 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
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
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
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
献给耶和华。
Num 18:27 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
上的谷、又如满酒醡的酒。
Num 18:28 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作举祭献
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
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
亚伦。
Num 18:29 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
要从其中将至好的、就是分别为
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Num 18:30 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
你们从其中将至好的举起、这就
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醡的
酒。
Num 18:31 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
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
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
Num 18:32 你们从其中将至好的举
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
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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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19:13 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

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
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
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
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
Num 19:14 人死在帐棚里的条例乃
是这样．凡进那帐棚的、和一切
在帐棚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
Num 19:15 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
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
Num 19:16 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
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
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
净。
Num 19:17 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
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
上活水。
Num 19:18 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
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
帐棚上、和一切器皿、并帐棚内
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
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
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
Num 19:19 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
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
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
净了。
Num 19:20 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
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
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
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
的。
Num 19:21 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
定例．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
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

第十九章
Num 19:1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Num 19:2 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

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
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
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
里来。
Num 19:3 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
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Num 19:4 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
蘸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Num 19:5 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
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
烧。
Num 19:6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
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Num 19:7 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
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
营。
Num 19:8 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
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Num 19:9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
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
这本是除罪的。
Num 19:10 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
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
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
人、作为永远的定例。
Num 19:11 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
不洁净。
Num 19:12 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
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
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
第七天就不洁净了。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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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洁净到晚上。
Num 19:22 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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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0:1 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

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低斯、米
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Num 20:2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
击摩西、亚伦。
Num 20:3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
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
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Num 20:4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
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
死在这里呢。
Num 20:5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
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
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
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Num 20:6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
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
荣光向他们显现。
Num 20:7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20:8 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
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
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Num 20:9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
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Num 20:10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
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
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
磐石中流出来么。
Num 20:11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
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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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Num 20:12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
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
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
去。
Num 20:13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
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
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
们面前显为圣。
Num 20:14 摩西从加低斯差遣使者
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
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艰难、
Num 20:15 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
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
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
Num 20:16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
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
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
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
加低斯。
Num 20:17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
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
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原文
作王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
的境界。
Num 20:18 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
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
Num 20:19 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
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
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
容我们步行过去。
Num 20:20 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
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
手攻击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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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0:25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撒上何珥山．
Num 20:26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
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
Num 20:27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
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
何珥山。
Num 20:28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
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
和以利亚撒下了山。
Num 20:29 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
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
哭了三十天。

第二十一章
Num 21:1 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得

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就和以色列人争战、掳了他们几
个人。
Num 21:2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
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
把他们的城邑尽行毁灭。
Num 21:3 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
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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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尽行毁
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珥玛〔何
珥玛就是毁灭的意思〕。
Num 21:4 他们从何珥山起行、往红

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
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
Num 21:5 就怨讟
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
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
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
淡薄的食物。
Num 21:6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
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
人中死了许多。
Num 21:7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
怨讟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
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Num 21: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
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
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
*
Num 21:9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 、挂
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
铜蛇、就活了。
Num 21:10 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
伯、
Num 21:11 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
耶亚巴琳、与摩押相对的旷野、
向日出之地。
Num 21:12 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烈
谷。
Num 21:13 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
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
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
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
摩利人搭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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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实本与希实本的一切乡村。
Num 21:26 这希实本是亚摩利王西
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
争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
亚嫩河。
Num 21:27 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
你们来到希实本．愿西宏的城被
修造、被建立。
Num 21:28 因为有火从希实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
的亚珥和亚嫩河邱坛的祭司〔祭

苏法的哇哈伯、与亚嫩河的谷、
Num 21:15 并向亚珥城众谷的下坡、
是靠近摩押的境界。
Num 21:16 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
到了比珥〔比珥就是井的意思〕．
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
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
这井。
Num 21:17 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
井阿、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
歌唱。
Num 21:18 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
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
以色列人从旷野往玛他拿去。
Num 21:19 从玛他拿到拿哈列、从拿
哈列到巴末、
Num 21:20 从巴末到摩押地的谷、
又到那下望旷野之毗斯迦的山
顶。
Num 21:21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
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
Num 21:22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
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原
文作王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Num 21:23 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
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
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
雅杂、与以色列人争战。
Num 21:24 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
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雅博河、
直到亚扪人的境界、因为亚扪人
的境界多有坚垒。
Num 21:25 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
城邑、也住亚摩利人的城邑、就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一章

司原文作主〕。
Num 21:29 摩押阿、你有祸了。基抹

的民哪、你们灭亡了．基抹的男
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
的王西宏。
Num 21:30 我们射了他们、希实本直
到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地变为
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直延到米
底巴。
Num 21:31 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
摩利人之地。
Num 21:32 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雅谢．
以色列人就占了雅谢的镇市、赶
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Num 21:33 以色列人转回、向巴珊去．
巴珊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
以得来与他们交战。
Num 21:34 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
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
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
他像从前待住希实本的亚摩利
王西宏一般。
Num 21:35 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
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
个、就得了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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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Num 22:1 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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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2:3 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
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
Num 22:4 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
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
餂尽、就如牛餂尽田间的草一般．
那时西拨的儿子巴勒、作摩押王。
Num 22:5 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
毗夺去、到比珥的儿子巴兰本乡
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
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
Num 22:6 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
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
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
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
诅谁、谁就受咒诅。
Num 22:7 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
老、手里拿着卦金到了巴兰那里、
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
Num 22:8 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
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
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
那里住下了。
Num 22:9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
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Num 22:10 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
拨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
来、说、
Num 22:11 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
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
能与他们争战、把他们赶出去。
His Faith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
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
那民是蒙福的。
Num 22:13 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
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罢、因为
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
Num 22:14 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
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
同来。
Num 22:15 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
的又多又尊贵。
Num 22:16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
说、西拨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
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
里来、
Num 22:17 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
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
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
Num 22:18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
华我 神的命。
Num 22:19 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
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
我说什么。
Num 22:20 当夜、 神临到巴兰那里
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
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
说的话。
Num 22:21 巴兰早晨起来、备上驴、
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
Num 22:22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
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敌挡他。他
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Num 22:23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
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
Num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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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
叫他回转上路。
Num 22:24 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
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
也有墙。
Num 22:25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
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
又打驴。
Num 22:26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
的地方。
Num 22:27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
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
驴。
Num 22:28 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
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
这三次呢。
Num 22:29 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
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
了。
Num 22:30 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
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么。我素
常向你这样行过么．巴兰说没有。
Num 22:31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
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
Num 22:32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
来敌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
前偏僻。
Num 22:33 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
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
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
Num 22:34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三章

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
转回。
Num 22:35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
你同这些人去罢、你只要说我对
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
使臣去了。
Num 22:36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
摩押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
界上、在亚嫩河旁。
Num 22:37 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
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召你么。
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
能使你得尊荣么。
Num 22:38 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
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
呢．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
说什么。
Num 22:39 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
列胡琐。
Num 22:40 巴勒宰了〔原文作献〕牛
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
Num 22:41 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
到巴力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
以色列营的边界。

第二十三章
Num 23:1 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

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
牛、七只公羊。
Num 23:2 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
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
牛、一只公羊。
Num 23:3 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
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
耶和华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
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净光
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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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迎见巴兰、巴兰说、
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
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
Num 23:5 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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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3:6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
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
Num 23:7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
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
说、来阿、为我咒诅雅各、来阿、
怒骂以色列。
Num 23:8
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
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
能怒骂。
Num 23:9 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
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
中。
Num 23:10 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
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
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
之终而终。
Num 23:11 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作
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
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
Num 23:12 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
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么。
Num 23:13 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
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
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
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
Num 23:14 于是领巴兰到了琐腓田、
上了毗斯迦山顶、筑了七座坛、
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
Num 23:15 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
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
Num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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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
Num 23:16 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

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
那里、要如此如此说。
Num 23:17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
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
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
说了什么话呢。
Num 23:18 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
你起来听．西拨的儿子、你听我
言。
Num 23:19
神非人、必不至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
就呢。
Num 23:20 我奉命祝福、
神也曾赐
福、此事我不能翻转。
Num 23:21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
他的 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
声音在他们中间。
Num 23:22
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
似乎有野牛之力。
Num 23:23 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
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
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
列说、 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Num 23:24 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
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
被伤者之血、决不躺卧。
Num 23:25 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
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
Num 23:26 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
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必须遵行么。
Num 23:27 巴勒对巴兰说、来罢、我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三章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三章

领你往别处去、或者 神喜欢你
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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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3:29 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
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
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
Num 23:30 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
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
羊。

第二十四章
Num 24:1 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

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
术、却面向旷野。
Num 24:2 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
照着支派居住、 神的灵就临到
他身上。
Num 24:3 他便提起诗歌说、比珥的
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闭住或
作睁开〕的人说、
Num 24:4 得听
神的言语、得见全
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仆倒的
人说、
Num 24:5 雅各阿、你的帐棚何等华
美。以色列阿、你的帐幕何其华
丽．
Num 24:6 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
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
如水边的香柏木。
Num 24:7 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
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
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
Num 24:8
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
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
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
Num 24:9 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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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
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Num 24:10 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
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
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
他们祝福。
Num 24:11 如今你快回本地去罢．我
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
你不得尊荣。
Num 24:12 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
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
Num 24:13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
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
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
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
Num 24:14 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
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
的民。
Num 24:15 他就提起诗歌说、比珥的
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闭住或
作睁开〕的人说、
Num 24:16 得听
神的言语、明白至
高者的意旨、看见全能者的异象、
眼目睁开而仆倒的人说、
Num 24:17 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
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
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
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
Num 24:18 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
仇敌之地西珥为产业．以色列必
行事勇敢。
Num 24:19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
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
Num 24:20 巴兰观看亚玛力、就提起
诗歌说、亚玛力原为诸国之首、
但他终必沉沦。
FOJC.NET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四章
Num 24:21 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

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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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至沉沦。
Num 24:25 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
去、巴勒也回去了。

第二十五章
Num 25:1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

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Num 25:2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
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
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
Num 25:3 以色列人与巴力毗珥连
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
发作。
Num 25:4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
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
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
的怒气、可以消了。
Num 25:5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
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
巴力毗珥连合的、你们各人要把
他们杀了。
Num 25:6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
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
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
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
那里去。
Num 25:7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
撒的儿子非尼哈看见了、就从会
His Faith

中起来、手里拿着枪．
Num 25:8 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
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
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
瘟疫就止息了。
Num 25:9 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二万
四千人。
Num 25:10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25:11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
撒的儿子非尼哈、使我向以色列
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
间、以我的忌邪为心、使我不在
忌邪*中把他们除灭。
Num 25:12 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
安的约赐给他。
Num 25:13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
为 神有忌邪的心、为以色列人
赎罪。
Num 25:14 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
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撒路
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
Num 25:15 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
哥斯比、是苏珥的女儿、这苏珥
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Num 25:1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25:17 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
们．
Num 25:18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
们、在毗珥的事上、和他们的姊
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
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
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毗珥
的事被杀了。

第二十六章
Num 26:1 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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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
说、
Num 26:2 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
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二
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
数。
Num 26:3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
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但
河边、向以色列人说、
Num 26:4 将你们中间从二十岁以
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
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
话。
Num 26:5 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
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
属法路的、有法路族．
Num 26:6 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
属迦米的、有迦米族。
Num 26:7 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
被数的、共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
名。
Num 26:8 法路的儿子是以利押。
Num 26:9 以利押的众子是尼母利、
大坍、亚比兰．这大坍、亚比兰、
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
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
西、亚伦争闹．
Num 26:10 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
拉、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
火烧灭了二百五十个人、他们就
作了警戒。
Num 26:11 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
亡。
Num 26:12 按着家族、西缅的众子．
属尼母利的、有尼母利族．属雅
悯的、有雅悯族．属雅斤的、有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六章

雅斤族．
Num 26:13 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
扫罗的、有扫罗族。
Num 26:14 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
二万二千二百名。
Num 26:15 按着家族、迦得的众子．
属洗分的、有洗分族．属哈基的、
有哈基族．属书尼的、有书尼族．
Num 26:16 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族．
属以利的、有以利族．
Num 26:17 属亚律的、有亚律族．属
亚列利的、有亚列利族。
Num 26:18 这就是迦得子孙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四万零
五百名。
Num 26:19 犹大的儿子是珥和俄南、
这珥和俄南、死在迦南地。
Num 26:20 按着家族、犹大其余的
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
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属谢拉
的、有谢拉族。
Num 26:21 法勒斯的儿子．属希斯伦
的、有希斯伦族．属哈母勒的、
有哈母勒族。
Num 26:22 这就是犹大的各族、照他
们中间被数的、共有七万六千五
百名。
Num 26:23 按着家族、以萨迦的众子．
属陀拉的、有陀拉族．属普瓦的、
有普瓦族．
Num 26:24 属雅述的、有雅述族．属
伸仑的、有伸仑族。
Num 26:25 这就是以萨迦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六万四
千三百名。
Num 26:26 按着家族、西布伦的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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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西烈的、有西烈族．属以伦的、
有以伦族．属雅利的、有雅利族。
Num 26:27 这就是西布伦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六万零
五百名。
Num 26:28 按着家族、约瑟的儿子．
有玛拿西、以法莲。
Num 26:29 玛拿西的众子．属玛吉的、
有玛吉族．玛吉生基列．属基列
的、有基列族。
Num 26:30 基列的众子．属伊以谢的、
有伊以谢族．属希勒的、有希勒
族．
Num 26:31 属亚斯烈的、有亚斯烈族．
属示剑的、有示剑族．
Num 26:32 属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
属希弗的、有希弗族。
Num 26:33 希弗的儿子西罗非哈没
儿子、只有女儿。西罗非哈女儿
的名字、就是玛拉、挪阿、曷拉、
密迦、得撒。
Num 26:34 这就是玛拿西的各族．
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五万二千
七百名。
Num 26:35 按着家族、以法莲的众子．
属书提拉的、有书提拉族．属比
结的、有比结族．属他罕的、有
他罕族。
Num 26:36 书提拉的众子．属以兰的、
有以兰族。
Num 26:37 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
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三
万二千五百名．按着家族、这都
是约瑟的子孙。
Num 26:38 按着家族、便雅悯的众子．
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亚实别
His Faith

的、有亚实别族．属亚希兰的、
有亚希兰族．
Num 26:39 属书反的、有书反族．属
户反的、有户反族。
Num 26:40 比拉的众子是亚勒、乃幔．
属亚勒的、有亚勒族．属乃幔的、
有乃幔族。
Num 26:41 按着家族、这就是便雅
悯的子孙、其中被数的、共有四
万五千六百名。
Num 26:42 按着家族、但的众子．属
书含的、有书含族．按着家族、
这就是但的各族。
Num 26:43 照其中被数的、书含所有
的各族、共有六万四千四百名。
Num 26:44 按着家族、亚设的众子．
属音拿的、有音拿族．属亦施韦
的、有亦施韦族．属比利亚的、
有比利亚族。
Num 26:45 比利亚的众子．属希别的、
有希别族．属玛结的、有玛结族。
Num 26:46 亚设的女儿名叫西拉。
Num 26:47 这就是亚设子孙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五万三
千四百名。
Num 26:48 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
众子．属雅薛的、有雅薛族．属
沽尼的、有沽尼族．
Num 26:49 属耶色的、有耶色族．属
示冷的、有示冷族。
Num 26:50 按着家族、这就是拿弗
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
共有四万五千四百名。
Num 26:51 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
六十万零一千七百三十名。
Num 26:52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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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
把产业分给各人。
Num 26:55 虽是这样、还要拈阄分地．
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
承受为业。
Num 26:56 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
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
Num 26:57 利未人、按着他们的各
族被数的、属革顺的、有革顺族．
属哥辖的、有哥辖族．属米拉利
的、有米拉利族。
Num 26:58 利未的各族有立尼族、
希伯伦族、玛利族、母示族、可
拉族。哥辖生暗兰。
*
Num 26:59 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 、
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他给暗
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姊
姊米利暗。
Num 26:60 亚伦生拿答、亚比户、以
利亚撒、以他玛。
Num 26:61 拿答、亚比户、在耶和华
面前献凡火的时候、就死了。
Num 26:62 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
外被数的男丁、共有二万三千．
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
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
们产业。
Num 26:63 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所数的、他们在摩押平
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但河边、
数点以色列人。
Num 26:64 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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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
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
Num 26:65 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
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
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
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第二十七章
Num 27:1 属约瑟的儿子玛拿西的

各族、有玛拿西的玄孙、玛吉的
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
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玛拉、挪
阿、曷拉、密迦、得撒。他们前来、
Num 27:2 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
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
会众面前、说、
Num 27:3 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
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
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
子。
Num 27:4 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
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
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
中分给我们产业。
Num 27:5 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
呈到耶和华面前。
Num 27: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27:7 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
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
亲的产业归给他们。
Num 27:8 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
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
产业归给他的女儿。
Num 27:9 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
的产业给他的弟兄。
Num 27:10 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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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7:15 摩西对耶和华说、
Num 27:16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
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Num 27:17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
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Num 27:18 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
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
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
Num 27: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
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
Num 27:20 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
Num 27: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
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陵的判断、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
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
命出入。
Num 27:22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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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
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
Num 27:23 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
是照耶和华藉摩西所说的话。

第二十八章
Num 28: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28:2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

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作馨香
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
我。
Num 28:3 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
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
常献的燔祭。
Num 28:4 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
候要献一只。
Num 28:5 又用细面伊法十分之一、
并捣成的油一欣四分之一、调和
作为素祭。
Num 28:6 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
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
香的火祭。
Num 28:7 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
祭的酒、一欣四分之一．在圣所
中、你要将醇酒奉给耶和华为奠
祭。
Num 28:8 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
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
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
和华。
Num 28:9 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
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
细面伊法十分之二为素祭、又将
同献的奠祭献上。
Num 28:10 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
那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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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法十分之一．
Num 28:22 并献一只公山羊作赎罪
祭、为你们赎罪。
Num 28:23 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
献的燔祭以外。
Num 28:24 一连七日、每日要照这例、
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
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
以外。
Num 28:25 第七日当有圣会、什么劳
碌的工都不可作。
Num 28:26 七七节庄稼初熟、你们献
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圣
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Num 28:27 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
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
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
Num 28:28 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
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伊法十分之
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伊法十分之
二．
Num 28:29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
伊法十分之一．
Num 28:30 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
赎罪。
Num 28:31 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
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
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

Num 28:11 每月朔、你们要将两只公

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
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
燔祭。
Num 28:12 每只公牛、要用调油的
细面伊法十分之三、作为素祭、
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伊法
十分之二、作为素祭。
Num 28:13 每只羊羔要用调油的细
面伊法十分之一、作为素祭、和
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
祭。
Num 28:14 一只公牛要奠酒半欣、
一只公羊要奠酒一欣三分之一、
一只羊羔也奠酒一欣四分之一．
这是每月的燔祭、一年之中要月
月如此。
Num 28:15 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献给耶和华．要献在常献
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8:16 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
逾越节。
Num 28:17 这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
无酵饼七日。
Num 28:18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
碌的工都不可作。
Num 28:19 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
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
燔祭。
Num 28:20 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
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伊法十分之
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伊法十分之
二。
Num 28:21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
民数记 (民) Num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Num 29:1 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圣

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是
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
Num 29:2 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
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
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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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9:3 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

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
Num 29:14 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
面、为那十三只公牛每只要献伊
法十分之三．为那两只公羊、每
只要献伊法十分之二．
Num 29:15 为那十四只羊羔、每只要
献伊法十分之一．
Num 29:16 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
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
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17 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
只、公绵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
的公羊羔十四只。
Num 29:18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
的奠祭。
Num 29:19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20 第三日要献公牛十一只、
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
羔十四只。
Num 29:21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
的奠祭。
Num 29:22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
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23 第四日要献公牛十只、
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
羊羔十四只．
Num 29:24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
的奠祭。
Num 29:25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

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伊法十分之
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伊法十分之
二、
Num 29:4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
伊法十分之一。
Num 29:5 又献一只公山羊作赎罪
祭、为你们赎罪。
Num 29:6 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
同献的素祭、并常献的燔祭、与
同献的素祭、以及照例同献的奠
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
耶和华。
Num 29:7 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圣
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
作。
Num 29:8 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
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
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
献给耶和华。
Num 29:9 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
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伊法十分之
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伊法十分之
二．
Num 29:10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
伊法十分之一。
Num 29:11 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
祭、这是在赎罪祭、和常献的燔
祭、与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
祭以外。
Num 29:12 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圣
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要
向耶和华守节七日。
Num 29:13 又要将公牛犊十三只、
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
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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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26 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
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
羔十四只。
Num 29:27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
的奠祭。
Num 29:28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29 第六日要献公牛八只、
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
羔十四只．
Num 29:30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
的奠祭。
Num 29:31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32 第七日要献公牛七只、
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
羔十四只．
Num 29:33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
的奠祭。
Num 29:34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35 第八日你们当有严肃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Num 29:36 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
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作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
祭．
Num 29:37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
民数记 (民) Num 第三十章

的奠祭。
Num 29:38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
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
Num 29:39 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
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
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
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
Num 29:40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
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

第三十章
Num 30:1 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

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
是这样。
Num 30:2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
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Num 30:3 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
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
Num 30:4 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
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
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
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Num 30:5 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
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
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
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
Num 30:6 他若出了嫁、有愿在身、
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
话．
Num 30:7 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
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
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Num 30:8 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
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
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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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也必赦免他。
Num 30:9 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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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30:10 他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
或起了誓、约束自己．
Num 30:11 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
言、也没有不应承、他所许的愿、
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Num 30:12 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
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
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
定、因他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
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Num 30:13 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
束自己所起的誓、他丈夫可以坚
定、也可以废去。
Num 30:14 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
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
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使这两样
坚定。
Num 30:15 但倘若他丈夫听见许多
天以后、才使这两样全废了、就
要担当妇人的罪孽a。
Num 30:16 这是丈夫待妻子、父亲待
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
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

第三十一章
Num 31:1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Num 31:2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

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
〔原文作本民〕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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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31:3 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

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
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
仇。
Num 31:4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
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Num 31:5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派交出一千人、共一万二千
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Num 31:6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
千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
撒的儿子非尼哈同去、非尼哈手
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
号筒。
Num 31:7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
有的男丁。
Num 31:8 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
的五王、就是以未、利金、苏珥、
户珥、利巴、又用刀杀了比珥的
儿子巴兰*。
Num 31:9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
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
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
作掳物。
Num 31:10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
城邑、和所有的营寨．
Num 31:11 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Num 31:12 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
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但
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
列的会众。
Num 31:13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
民数记 (民) Num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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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他们。
Num 31:14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
Num 31:15 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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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31:16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毗珥的事上得罪
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
瘟疫。
Num 31:17 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
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
Num 31:18 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
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
Num 31:19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
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
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
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
Num 31:20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
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
洁净自己。
Num 31:21 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
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
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
Num 31:22 金、银、铜、铁、锡、铅、
Num 31:23 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
经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
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它过水。
Num 31:24 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
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
Num 31:25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31:26 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
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
口和牲畜的总数。
Num 31:27 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
一半归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
民数记 (民) Num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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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与全会众。
Num 31:28 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
人口、牛、驴、羊群中、每五百取
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
Num 31:29 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
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
华的举祭。
Num 31:30 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
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
牲畜中、每五十取一、交给看守
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
Num 31:31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
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Num 31:32 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
外、所掳来的、羊六十七万五千
只．
Num 31:33 牛七万二千只．
Num 31:34 驴六万一千匹．
Num 31:35 女人共三万二千口．都是
没有出嫁的。
Num 31:36 出去打仗之人的分、就是
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三十
三万七千五百只。
Num 31:37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
的、有六百七十五只．
Num 31:38 牛三万六千只．从其中归
耶和华为贡物的、有七十二只．
Num 31:39 驴三万零五百匹、从其中
归耶和华为贡物的、有六十一匹．
Num 31:40 人一万六千口、从其中归
耶和华的、有三十二口。
Num 31:41 摩西把贡物、就是归与耶
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Num 31:42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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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
Num 31:43（会众的那一半、有羊三
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Num 31:44 牛三万六千只．
Num 31:45 驴三万零五百匹．
Num 31:46 人一万六千口。）
Num 31:47 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
西每五十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
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
咐摩西的。
Num 31:48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
千夫长、百夫长、都近前来见摩
西、
Num 31:49 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
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
Num 31:50 如今我们将各人所得的
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
的戒指、耳环、手钏、都送来为
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Num 31:51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
器皿。
Num 31:52 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
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一万
六千七百五十舍客勒。
Num 31:53 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
物。
Num 31:54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
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
色列人的记念。

Num 32:2 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

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
Num 32:3 亚大录、底本、雅谢、宁拉、
希实本、以利亚利、示班、尼波、
比稳、
Num 32:4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
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
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
Num 32:5 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
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
要领我们过约但河。
Num 32:6 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
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你们竟坐在这里么。
Num 32:7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
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
给他们的那地呢。
Num 32:8 我先前从加低斯巴尼亚
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
也是这样行。
Num 32:9 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
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
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
们的地。
Num 32:10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
就起誓说、
Num 32:11 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
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Num 32:12 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
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Num 32:13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
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飘流四十
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

第三十二章
Num 32:1 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

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
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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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都消灭了。
Num 32:14 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
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
色列大发烈怒。
Num 32:15 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
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
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
Num 32:16 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
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
人孩子造城。
Num 32:17 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
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
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
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
的城内。
Num 32:18 我们不回家、直等到以色
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
Num 32:19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但河
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
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但河东边
这里。
Num 32:20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
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
去打仗．
Num 32:21 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
耶和华面前过约但河、等他赶出
他的仇敌、
Num 32:22 那地被耶和华制伏了、
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
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
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Num 32:23 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
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
上你们。
Num 32:24 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
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
民数记 (民) Num 第三十二章

城、为你们的羊群垒圈。
Num 32:25 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
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
去行。
Num 32:26 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
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
各城。
Num 32:27 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
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
面前过去打仗。
Num 32:28 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
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
Num 32:29 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
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
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但河、那
地被你们制伏了、你们就要把基
列地给他们为业。
Num 32:30 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
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
中间得产业。
Num 32:31 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
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
仆人就怎样行。
Num 32:32 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
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但
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
归我们。
Num 32:33 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
国、和巴珊王噩的国、连那地和
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
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玛拿西
半个支派。
Num 32:34 迦得子孙建造底本、亚他
录、亚罗珥、
Num 32:35 亚他录、朔反、雅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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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哈、
Num 32:36 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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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32:39 玛拿西的儿子玛吉、他的
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
那里的亚摩利人。
Num 32:40 摩西将基列赐给玛拿西
的儿子玛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
Num 32:41 玛拿西的子孙睚珥、去占
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
为哈倭特睚珥。
Num 32:42 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
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
挪巴。

第三十三章
Num 33:1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

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
路程、〔或作站口下同〕记在下面。
Num 33:2 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
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
是这样．
Num 33:3 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
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
出去。
Num 33:4 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
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
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
神。
Num 33:5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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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在疏割。
Num 33:6 从疏割起行、安营在旷野
边的以倘。
Num 33:7 从以倘起行、转到比哈希
录、是在巴力洗分对面、就在密
夺安营。
Num 33:8 从比哈希录对面起行、经
过海中到了书珥旷野．又在伊坦
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
在玛拉。
Num 33:9 从玛拉起行、来到以琳、
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
就在那里安营。
Num 33:10 从以琳起行、安营在红海
边。
Num 33:11 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汛
的旷野。
Num 33:12 从汛的旷野起行、安营在
脱加。
Num 33:13 从脱加起行、安营在亚录。
Num 33:14 从亚录起行、安营在利非
订、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
Num 33:15 从利非订起行、安营在西
乃的旷野。
Num 33:16 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
在基博罗哈他瓦。
Num 33:17 从基博罗哈他瓦起行、
安营在哈洗录。
Num 33:18 从哈洗录起行、安营在利
提玛。
Num 33:19 从利提玛起行、安营在临
门帕烈。
Num 33:20 从临门帕烈起行、安营在
立拿。
Num 33:21 从立拿起行、安营在勒撒。
Num 33:22 从勒撒起行、安营在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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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他。

亚拉得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
Num 33:41 以色列人从何珥山起行、
安营在撒摩拿。
Num 33:42 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
嫩。
Num 33:43 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
Num 33:44 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
亚巴琳、摩押的边界。
Num 33:45 从以耶亚巴琳起行、安营
在底本迦得。
Num 33:46 从底本迦得起行、安营在
亚门低比拉太音。
Num 33:47 从亚门低比拉太音起行、
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琳山里。
Num 33:48 从亚巴琳山起行、安营在
摩押平原、约但河边耶利哥对面。
Num 33:49 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但
河边安营、从伯耶施末直到亚伯
什亭。
Num 33:50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但
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
Num 33:51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
过约但河进迦南地的时候、
Num 33:52 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
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錾
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
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邱坛。
Num 33:53 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
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Num 33:54 你们要按家室拈阄、承受
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
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
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
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
Num 33:55 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
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

Num 33:23 从基希拉他起行、安营在

沙斐山。
Num 33:24 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
拉大。
Num 33:25 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玛
吉希录。
Num 33:26 从玛吉希录起行、安营在
他哈。
Num 33:27 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
Num 33:28 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
Num 33:29 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
拿。
Num 33:30 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
西录。
Num 33:31 从摩西录起行、安营在比
尼亚干。
Num 33:32 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
曷哈及甲。
Num 33:33 从曷哈及甲起行、安营在
约巴他。
Num 33:34 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
博拿。
Num 33:35 从阿博拿起行、安营在以
旬迦别。
Num 33:36 从以旬迦别起行、安营在
寻的旷野、就是加低斯．
Num 33:37 从加低斯起行、安营在何
珥山、以东地的边界。
Num 33:38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
四十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
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珥山就
死在那里。
Num 33:39 亚伦死在何珥山的时候、
年一百二十三岁。
Num 33:40 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
民数记 (民) Num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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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
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
Num 33:56 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
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

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
Num 34:14 因为流便支派、和迦得支
派、按着宗族受了产业、玛拿西
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
Num 34:15 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在耶
利哥对面、约但河东向日出之地
受了产业。
Num 34:1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34:17 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
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
儿子约书亚。
Num 34:18 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
首领帮助他们。
Num 34:19 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
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Num 34:20 西缅支派、有亚米忽的
儿子示母利。
Num 34:21 便雅悯支派、有基斯伦的
儿子以利达。
Num 34:22 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
利的儿子布基。
Num 34:23 约瑟的子孙玛拿西支派、
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聂。
Num 34:24 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
拾弗但的儿子基母利。
Num 34:25 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
帕纳的儿子以利撒番。
Num 34:26 以萨迦支派、有一个首领、
阿散的儿子帕铁。
Num 34:27 亚设支派、有一个首领、
示罗米的儿子亚希忽。
Num 34:28 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
领、亚米忽的儿子比大黑。
Num 34:29 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
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
列人的。

第三十四章
Num 34: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34:2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

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
迦南四境之地。
Num 34:3 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
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盐海东头
起、
Num 34:4 绕到亚克拉滨坡的南边、
接连到寻、直通到加低斯巴尼亚
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
到押们。
Num 34:5 从押们转到埃及小河、直
通到海为止。
Num 34:6 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
是你们的西界。
Num 34:7 北界要从大海起、画到何
珥山．
Num 34:8 从何珥山画到哈马口、通
到西达达．
Num 34:9 又通到西斐仑、直到哈萨
以难．这要作你们的北界。
Num 34:10 你们要从哈萨以难画到
示番为东界。
Num 34:11 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亚延
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烈
湖的东边。
Num 34:12 这界要下到约但河、通到
盐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
要作你们的地。
Num 34:13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拈阄给九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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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
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Num 35:13 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作
六座逃城。
Num 35:14 在约但河东要分出三座
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
都作逃城。
Num 35:15 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
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
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
到那里。
Num 35:16 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
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
的必被治死。
Num 35:17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
杀人的必被治死。
Num 35:18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
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
杀人的必被治死。
Num 35:19 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
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
Num 35:20 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
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致于
死、
Num 35:21 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
以致于死、那打人的、必被治死。
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
就杀他。
Num 35:22 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
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
在人身上、
Num 35:23 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
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
以致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
意害他、

第三十五章
Num 35:1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但

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
Num 35:2 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
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
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
利未人。
Num 35:3 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
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
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
的财物。
Num 35:4 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
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一千肘。
Num 35:5 另外东量二千肘、南量二
千肘、西量二千肘、北量二千肘
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
作城邑的郊野。
Num 35:6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
中当有六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
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四
十二座城。
Num 35:7 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
有四十八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
他们。
Num 35:8 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
中要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
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
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
利未人。
Num 35:9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Num 35:10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
过约但河、进了迦南地、
Num 35:11 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
作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
里。
Num 35:12 这些城、可以作逃避报
民数记 (民) Num 第三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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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
Num 35:25 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
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
逃城．他要住在其中、直等到受
圣膏的大祭司死了。
Num 35:26 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
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
Num 35:27 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
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
有流血之罪．
Num 35:28 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
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
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
他所得为业之地。
Num 35:29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要作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
Num 35:30 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
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
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
死。
Num 35:31 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
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
死。
Num 35:32 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
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
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
Num 35:33 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
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
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
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洁净原

Num 36:1 约瑟的后裔、玛拿西的孙

子、玛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
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作首领的
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
Num 36:2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拈阄
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
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西
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
Num 36:3 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
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
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
中．这样、我们拈阄所得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Num 36:4 到了以色列人的禧年、这
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
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
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Num 36:5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
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
有理。
Num 36:6 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
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Num 36:7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
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
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
业。
Num 36:8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
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
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
祖宗的产业。
Num 36:9 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
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
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
Num 36:10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文作赎〕。
Num 35:34 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

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
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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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Num 36:11 西罗非哈的女儿玛拉、得
撒、曷拉、密迦、挪阿都嫁了他
们伯叔的儿子。
Num 36:12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玛拿
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
在同宗支派中。
Num 36:13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但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
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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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

Deu 1:11 惟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

(申) Deu

第一章
Deu 1:1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

但河东的旷野、疏弗对面的亚拉 1:10
创 15:5
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洗
录、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
所说的话。
Deu 1:2 从何烈山经过西珥山、到
加低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Deu 1:3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
一日、摩西照耶和华藉着他所吩
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
Deu 1:4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希
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得
来亚斯他录的巴珊王噩。
Deu 1:5 摩西在约但河东的摩押地、
讲律法说、
Deu 1:6 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何烈
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
的日子够了．
Deu 1:7 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
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
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
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
到伯拉大河．
Deu 1:8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
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
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
后裔为业之地。
Deu 1:9 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
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
Deu 1:10 耶和华你们的
神使你们
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
的星那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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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
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与你们。
Deu 1:12 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
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
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
Deu 1:13 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
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
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
Deu 1:14 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
的行了为妙。
Deu 1:15 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
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
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
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
理你们。
Deu 1:16 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
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
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
都要按公义判断。
Deu 1:17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
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
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 神的．
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
里、我就判断。
Deu 1:18 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
事、都吩咐你们了。
Deu 1:19 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
神
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
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低
斯巴尼亚。
Deu 1:20 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
了耶和华我们 神所赐给我们
的亚摩利人之山地。
Deu 1:21 看哪、耶和华你的
神已
申命记 (申) Deu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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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
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华你列祖的 神所说的上去得
Deu 1:32 你们在这事上却不信耶和
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
华你们的 神。
惶。
Deu 1:33 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
Deu 1:22 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
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
1:33
启
10:1
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
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
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1:39
所当行的路。
不知善恶:
都回报我们。
Deu 1:34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
创 2:17
赛 7:16
Deu 1:23 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
发怒起誓说、
林后 5:21
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
Deu 1:35 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
Deu 1:24 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
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
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
祖的美地．
Deu 1:25 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
Deu 1:36 惟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
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
和华我们的 神所赐给我们的
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
是美地。
他专心跟从我。
Deu 1:26 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
Deu 1:37 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
了耶和华你们 神的命令．
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
Deu 1:27 在帐棚内发怨言、说、耶
Deu 1:38 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
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
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
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
手中、除灭我们。
为业。
Deu 1:28 我们上那里去呢．我们的
Deu 1:39 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
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
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
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
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
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
在那里看见亚衲族的人。
为业。
Deu 1:29 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
Deu 1:40 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
也不要怕他们。
海的路往旷野去。
Deu 1:30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
Deu 1:41 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
们的 神、必为你们争战、正如
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
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
我们 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争
行的一样．
战、于是你们各人带着兵器、争
Deu 1:31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
先上山地去了。
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 神、抚养
Deu 1:42 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
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
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争战、
申命记 (申) Deu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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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
仇敌杀败了。
Deu 1:43 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
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擅自上山地去了。
Deu 1:44 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
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
一般、在西珥杀退你们、直到何
珥玛。
Deu 1:45 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
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
音、也不向你们侧耳。
Deu 1:46 于是你们在加低斯住了许
多日子。

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
Deu 2:8 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
扫子孙所住的西珥、从亚拉巴的
路、经过以拉他、以旬迦别、转
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Deu 2:9 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
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争战．
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
已将亚珥赐给罗得的子孙为业。
Deu 2:10（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
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
衲人一样。
Deu 2:11 这以米人像亚衲人、也算
为利乏音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
米人。
Deu 2:12 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珥、
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
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
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
行的一样。）
Deu 2:13 现在起来过撒烈溪．于是
我们过了撒烈溪。
Deu 2:14 自从离开加低斯巴尼亚、
到过了撒烈溪的时候、共有三十
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
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
的誓。
Deu 2:15 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
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
Deu 2:16 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
后、
Deu 2:17 耶和华吩咐我说、
Deu 2:18 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亚
珥经过、
Deu 2:19 走近亚扪人之地、不可扰
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亚

第二章
Deu 2:1 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

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
我的．我们在西珥山绕行了许多
日子。
Deu 2:2 耶和华对我说、
Deu 2:3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
要转向北去。
Deu 2:4 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
以扫的子孙、住在西珥、你们要
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
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Deu 2:5 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
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
你们、因我已将西珥山赐给以扫
为业。
Deu 2:6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
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Deu 2:7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在
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
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
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 神常与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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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
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得的子孙为
业。
Deu 2:20（那地也算为利乏音人之
地、先前、利乏音人住在那里、
亚扪人称他们为散送冥。
Deu 2:21 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
衲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扪人面
前除灭他们、亚扪人就得了他们
的地、接着居住．
Deu 2:22 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珥
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
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
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
Deu 2:23 从迦斐托出来的迦斐托人、
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迦萨的亚
卫人除灭、接着居住。）
Deu 2:24 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
我已将亚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
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
他争战得他的地为业。
Deu 2:25 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
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
因你发颤伤恸。
Deu 2:26 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
使者去见希实本王西宏、用和睦
的话说、
Deu 2:27 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
只走大道、不偏左右。
Deu 2:28 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
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
去．
Deu 2:29 就如住西珥的以扫子孙、
和住亚珥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
我过了约但河、好进入耶和华我
们 神所赐给我们的地。
申命记 (申) Deu 第三章

Deu 2:30 但希实本王西宏、不容我

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
的 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
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
样。
Deu 2:31 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首、
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
你要得他的地为业。
Deu 2:32 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
来攻击我们、在雅杂与我们交战。
Deu 2:33 耶和华我们的
神、将他
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
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
Deu 2:34 我们夺了他的一切城邑、
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
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
Deu 2:35 惟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
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
物。
Deu 2:36 从亚嫩谷边的亚罗珥、和
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
们的 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
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
Deu 2:37 惟有亚扪人之地、凡靠近
雅博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
耶和华我们 神所禁止我们去
的地方、都没有挨近。

第三章
Deu 3:1 以后我们转回向巴珊去、

巴珊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
以得来与我们交战。
Deu 3:2 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
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
从前待住希实本的亚摩利王西
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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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3:3 于是耶和华我们的

神、
地、就是噩王的国、我给了玛拿
也将巴珊王噩、和他的众民、都
西半支派．亚珥歌伯全地乃是巴
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
珊全地、这叫作利乏音人之地。
没有留下一个。
Deu 3:14 玛拿西的子孙睚珥、占了
Deu 3:4 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
亚珥歌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
3:11
申
2:10-11
共有六十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
玛迦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
申 2:20-21
们所夺、这为亚珥歌伯的全境、
这巴珊地为哈倭特睚珥、直到今
就是巴珊地、噩王的国。
日。
Deu 3:5 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
Deu 3:15 我又将基列给了玛吉。
有门有闩．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
Deu 3:16 从基列到亚嫩谷、以谷中
的乡村。
为界、直到亚扪人交界的雅博河、
Deu 3:6 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
我给了流便人、和迦得人．
从前待希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
Deu 3:17 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但
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
河之地、从基尼烈直到亚拉巴海、
都毁灭。
就是盐海、并毗斯迦山根东边之
Deu 3:7 惟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
地．都给了他们。
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
Deu 3:18 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
Deu 3:8 那时我们从约但河东两个
华你们的 神、已将这地赐给你
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
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
门山之地夺过来。
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
Deu 3:9（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
人前面过去。
连、亚摩利人称为示尼珥。）
Deu 3:19 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
Deu 3:10 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
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
列全地、巴珊全地、直到撒迦、
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
和以得来、都是巴珊王噩国内的
各城里．
城邑。
Deu 3:20 等到你们弟兄在约但河那
Deu 3:11（利乏音人所剩下的、只
边、也得耶和华你们 神所赐给
有巴珊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
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
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
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
现今岂不是在亚扪人的拉巴
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
么。）
Deu 3:21 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
Deu 3:12 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
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 神向这
嫩谷边的亚罗珥起、我将基列山
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
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
要去的各国照样行。
了流便人、和迦得人。
Deu 3:22 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
Deu 3:13 其余的基列地、和巴珊全
争战的、是耶和华你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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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3:23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

Deu 4:5 我照着耶和华我

神所吩
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 4:2
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
启 22:18
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 -19
上遵行。
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Deu 4:6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
4:11
幽暗之处:
Deu 3:25 求你容我过去、看约但河 出 20:21 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
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王上 8:12 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
代下 6:1
诗 97:2
和利巴嫩。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Deu 3:26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
Deu 4:7 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
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
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
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Deu 3:27 你且上毗斯迦山顶去、向
呢。
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
Deu 4:8 又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
你必不能过这约但河。
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
Deu 3:28 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
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
Deu 4:9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
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
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
观看之地。
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
Deu 3:29 于是我们住在伯毗珥对面
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的谷中。
Deu 4:10 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
第四章
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
Deu 4:1 以色列人哪、现在我所教
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
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
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
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
训儿女这样行。
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 神所赐
Deu 4:11 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
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
Deu 4:2 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
密云、幽暗。
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
Deu 4:12 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
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
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
们 神的命令。
见形像。
Deu 4:3 耶和华因巴力毗珥的事所
Deu 4:13 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
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
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
巴力毗珥的人、耶和华你们的
诫写在两块石版上。
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Deu 4:14 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
Deu 4:4 惟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
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
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
Deu 3:24 主耶和华阿、你已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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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Deu 4:15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
4:29
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 代上 28:9
代下
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 15:15
耶 29:13
么形像。
结 34:11
太 7:7
Deu 4:16 惟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
路 11:9
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
Deu 4:17 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
飞鸟的像、
Deu 4:18 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
下水中鱼的像。
Deu 4:19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
见耶和华你的 神为天下万民
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
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
Deu 4:20 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
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
子民、像今日一样。
Deu 4:21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但
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 神
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
Deu 4:22 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
约但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
Deu 4:23 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
和华你们 神与你们所立的约、
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
神所禁止你作的偶像、
Deu 4:24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乃是
烈火、是忌邪的 神。
Deu 4:25 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
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像、
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 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
Deu 4:26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
见证、你们必在过约但河得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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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
那地上长久、必尽行除灭。
Deu 4:27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
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
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
Deu 4:28 在那里你们必事奉人手所
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
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
神。
Deu 4:29 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
华你的 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
的时候、就必寻见。
Deu 4:30 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
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 神、
听从他的话。
Deu 4:31 耶和华你
神原是有怜悯
的 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
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
立的约。
Deu 4:32-33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
代、自 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
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
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
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
有、何曾听见呢。
Deu 4:34
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
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
奇事、争战、大能的手、和伸出
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
和华你们的 神在埃及、在你们
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
Deu 4:35 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
道惟有耶和华他是 神、除他以
外、再无别神。
Deu 4:36 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
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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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
中所说的话。
Deu 4:37 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
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
出了埃及、
Deu 4:38 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
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
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
Deu 4:39 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
记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
华他是 神、除他以外、再无别
神。
Deu 4:40 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
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
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地上、得
以长久。
Deu 4:41 那时摩西在约但河东、向
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
Deu 4:42 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
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
座城、就得存活。
Deu 4:43 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
的比悉．为迦得人、分定基列的
拉末．为玛拿西人、分定巴珊的
哥兰。
Deu 4:44 这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陈明的律法a、
Deu 4:45 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
典章。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
及后、b

Deu 4:46 在约但河东伯毗珥对面的

谷中、在住希实本亚摩利王西宏
之地所传给他们的．这西宏、是
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
杀的。
Deu 4:47 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
巴珊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
王、在约但河东向日出之地．
Deu 4:48 这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
珥、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
Deu 4:49 还有约但河东的全亚拉巴、
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毗斯迦山根。

第五章
Deu 5:1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

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哪、我今日
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
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
Deu 5:2 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何烈
山与我们立约。
Deu 5:3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
人立的。
Deu 5:4 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
对面与你们说话。
Deu 5:5（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
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
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
山）
Deu 5:6 说、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
来。
Deu 5:7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
的神。
Deu 5:8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
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
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a Deu 4:44 这是... .la@r`c=y] yn}B= yn}p=l! hv#m) <c*-rv#a&
hr`oTh^ taz{w+ 和合本译作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陈明的律法、
b Deu 4:45 所传... .<y]r`x=M!m! <t*ax@B= la@r`c=y] yn}B=-la#
hv#m) rB#D] rv#a& <yf!P*v=M!h^w+ <yQ]j%h^w+ td)u@h* hL#a@
和合本译作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
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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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5:9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

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
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
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
Deu 5:10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
5:16
出 20:12
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Deu 5:11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 5:25
声音:
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 创 3:8
撒上 3:4
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王上
Deu 5:12 当照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 19:13
路 9:35
约 12:28
的、守安息日为圣日。
Deu 5:13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
Deu 5:14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
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
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
都不可作、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
一样安息。
Deu 5:15 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
过奴仆．耶和华你 神用大能的
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
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
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Deu 5:16 当照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
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
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
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Deu 5:17 不可杀人。
Deu 5:18 不可奸淫。
Deu 5:19 不可偷盗。
Deu 5:20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Deu 5:21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
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
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Deu 5:22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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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
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
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
版上、交给我了。
Deu 5:23 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
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
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
近我．
Deu 5:24 说、看哪、耶和华我们
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
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
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 神
与人说话、人还存活。
Deu 5:25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
华我们 神的声音、就必死亡。
Deu 5:26 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
见永生 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
Deu 5:27 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
们 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
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
从遵行。
Deu 5:28 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
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
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
都是。
Deu 5:29 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
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Deu 5:30 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
棚去罢。
Deu 5:31 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
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
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
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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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
左右。
Deu 5:33 耶和华你们
神所吩咐你 6:5
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 太 22:37
可 12:30
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王下
23:25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章
Deu 6:1 这是耶和华你们

神所吩
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
上、遵行．
Deu 6:2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
生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谨守他
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
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Deu 6:3 以色列阿、你要听、要谨守
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
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 神所应
许你的。
Deu 6:4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
Deu 6:5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
耶和华你的 神。
Deu 6: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
要记在心上．
Deu 6:7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
下、起来、都要谈论。
Deu 6:8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
在额上为经文。
Deu 6:9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Deu 6:10 耶和华你的
神、领你进
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
申命记 (申) Deu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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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
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
Deu 6:11 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
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
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
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
饱足．
Deu 6:12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
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
来的耶和华。
Deu 6:13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
事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
Deu 6:14 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
四围国民的神．
Deu 6:15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你 神、是忌邪的 神．惟恐耶
和华你 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
把你从地上除灭。
Deu 6:16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
的 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
他。
Deu 6:17 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
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
Deu 6:18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
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
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
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
Deu 6:19 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
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
Deu 6:20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
耶和华我们 神吩咐你们的这
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
思呢。
Deu 6:21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
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
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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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Deu 6:22 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

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
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
Deu 6:23 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
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
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
Deu 6:24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
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
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
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
Deu 6:25 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
神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Deu 7:6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
7:15
诗 103:3

第七章
Deu 7:1 耶和华你

神领你进入要
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
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
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
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强大。
Deu 7:2 耶和华你
神将他们交给
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
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
恤他们。
Deu 7:3 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
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
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Deu 7:4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
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
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
将你们灭绝。
Deu 7:5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
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
雕刻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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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
圣洁的民、耶和华你 神从地上
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
民。
Deu 7:7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
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
少的。
Deu 7:8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
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
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
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
的手。
Deu 7:9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
神、他是 神、是信实的 神、
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
爱、直到千代．
Deu 7:10 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
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
报应他们、决不迟延。
Deu 7:11 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
Deu 7:12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
谨守遵行、耶和华你 神就必照
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
爱。
Deu 7:13 他必爱你、赐福与你、使
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
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
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
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
Deu 7:14 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
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
没有不能生育的。
Deu 7:15 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
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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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
你的人身上。
Deu 7:16 耶和华你
神所要交给你
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事
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
罗。
Deu 7:17 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
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
Deu 7:18 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
记念耶和华你 神向法老和埃
及全地所行的事．
Deu 7:19 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
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
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
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
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
民。
Deu 7:20 并且耶和华你
神必打发
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
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
Deu 7:21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
耶和华你 神在你们中间是大
而可畏的 神。
Deu 7:22 耶和华你
神必将这些国
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
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
兽多起来害你。
Deu 7:23 耶和华你
神必将他们交
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
们灭绝了。
Deu 7:24 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
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
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
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
Deu 7:25 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
申命记 (申) Deu 第八章

8:3
太 4:4

8:5
箴 3:12
来 12:5-6
撒下 7:14
箴 29:17
启 3:19

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
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
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 神所
憎恶的。
Deu 7:26 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
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
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
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第八章
Deu 8:1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
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
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
Deu 8:2 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
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
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
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Deu 8:3 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
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
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
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
的一切话。a
Deu 8:4 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
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Deu 8:5 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
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Deu 8:6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
神的
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Deu 8:7 因为耶和华你
神领你进
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Deu 8:8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
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
a Deu 8:3 使你知道... .<d`a*h* hy\j=y=] hw`hy+-yp!
ax*om-lK*-lu^ yK! <d`ah
* * hy\j=y] w{Db^l= <j#L#h^-lu^ aO
yK! ;u&d]oh /u^ml
^ = 原文作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
单靠食物、人活着、完全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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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Deu 8: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

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
以挖铜。
Deu 8:10 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
和华你的 神、因他将那美地赐
给你了。
Deu 8:11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
华你的 神、不守他的诫命、典
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
的。
Deu 8:12 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
好的房屋居住．
Deu 8:13 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
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Deu 8:14 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
华你的 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Deu 8:15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
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
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
磐石中流出来．
Deu 8:16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
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是要苦炼
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
Deu 8:17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
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Deu 8:18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
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
的约、像今日一样。
Deu 8:19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
神、
随从别神、事奉敬拜、你们必定
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Deu 8:20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
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
His Faith

第九章
Deu 9:1 以色列阿、你当听．你今日

要过约但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
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
天的城邑。
Deu 9:2 那民是亚衲族的人、又大
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
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衲族
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Deu 9:3 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
的 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
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伏在你面
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
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
Deu 9:4 耶和华你的
神将这些国
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
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
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
Deu 9:5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
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
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
华你的 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
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
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
誓所应许的话。
Deu 9:6 你当知道、耶和华你
神
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
的义、你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
Deu 9:7 你当记念不忘、你在旷野
怎样惹耶和华你 神发怒．自从
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
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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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9:8 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

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
Deu 9:9 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
9:11
版、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版．出 24:18
出 34:28
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
有吃饭、也没有喝水。
Deu 9:10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版交给
我、是 神用指头写的、版上所
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
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
切话。
Deu 9:11 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
那两块石版、就是约版、交给我．
Deu 9:12 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
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的偏
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
了偶像。
Deu 9:13 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
百姓是硬着颈项的百姓。
Deu 9:14 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
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
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
的国。
Deu 9:15 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
烧着．两块约版在我两手之中。
Deu 9:16 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
华你们的 神、铸成了牛犊、快
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
的道、
Deu 9:17 我就把那两块版从我手中
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
Deu 9:18 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
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
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
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
申命记 (申) Deu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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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喝水。
Deu 9:19 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
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
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
Deu 9:20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
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Deu 9:21 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
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
细、以至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
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Deu 9:22 你们在他备拉、玛撒、基
博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
Deu 9:23 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低
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
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
耶和华你们 神的命令、不信服
他、不听从他的话。
Deu 9:24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
们常常悖逆耶和华。
Deu 9:25 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
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
昼夜。
Deu 9:26 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
华阿、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
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Deu 9:27 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
姓的顽梗、邪恶、罪过．
Deu 9:28 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
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
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
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
杀他们。
Deu 9:29 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
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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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膀臂领出来的。

Deu 10:11 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

第十章
Deu 10:1 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

10:5

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的一样、代下 5:10
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作一木柜。10:17
诗 136:3
Deu 10:2 你先前摔碎的那版、其上 提前 6:15
17:14
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你要将这 启
启 19:16
版放在柜中。
10:20
Deu 10:3 于是我用皂荚木作了一柜、申 6:13
太 4:10
又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的一样、
手里拿这两块版上山去了。
Deu 10:4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
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
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版上、
将版交给我了。
Deu 10:5 我转身下山、将这版放在
我所作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Deu 10:6（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
干〔或作亚干井〕起行、到了摩西
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
的职分。
Deu 10:7 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谷
歌大、又从谷歌大到了有溪水之
地的约巴他。
Deu 10:8 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
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
立在耶和华面前事奉他、奉他的
名祝福、直到今日。
Deu 10:9 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
分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
如耶和华你 神所应许他的。）
Deu 10:10 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
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
不忍将你灭绝。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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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
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
Deu 10:12 以色列阿、现在耶和华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
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遵行他的
道、爱他、尽心尽性事奉他、
Deu 10:13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
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
得福。
Deu 10:14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
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
神。
Deu 10:15 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
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
Deu 10:16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
秽除掉。不可再硬着颈项．
Deu 10:17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
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
的 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
Deu 10:18 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
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
Deu 10:19 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
的。
Deu 10:20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事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
他的名起誓。
Deu 10:21 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
神、为你作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Deu 10:22 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
现在耶和华你的 神使你如同
天上的星那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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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

第十一章
Deu 11:1 你要爱耶和华你的

神、
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
Deu 11:2 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
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 11:13
出 15:26
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 箴 3:1
13:9
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 罗
约一 2:3
伸出来的膀臂、
Deu 11:3 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
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
Deu 11:4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待埃及
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
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
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
Deu 11:5 并他在旷野怎样待你们、
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
Deu 11:6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待流便
子孙以利押的儿子、大坍、亚比
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
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
棚、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
Deu 11:7 惟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
所作的一切大事。
Deu 11:8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
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
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Deu 11:9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
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Deu 11:10 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
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
一样。
Deu 11:11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
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
申命记 (申) Deu 第十一章

226

Deu 11:12 是耶和华你

神所眷顾
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
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Deu 11:13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
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
神、尽心、尽性、事奉他、
Deu 11:14 他〔原文作我〕必按时降
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
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Deu 11:15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
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Deu 11:16 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
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事奉敬拜
别神。
Deu 11:17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
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
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
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
Deu 11:18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
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Deu 11:19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
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
起来、都要谈论。
Deu 11:20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城门上、
Deu 11:21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
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
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
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
Deu 11:22 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
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
你们的 神、行他的道、专靠他、
Deu 11:23 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
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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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
Deu 11:24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
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
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
们的境界。
Deu 11:25 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
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 神、
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
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
Deu 11:26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
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
Deu 11:27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
们的、就必蒙福。
Deu 11:28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
们 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
咐你们的道、去事奉你们素来所
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
Deu 11:29 及至耶和华你的
神领
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
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
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
上。
Deu 11:30 这二山岂不是在约但河
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
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
摩利橡树么。
Deu 11:31 你们要过约但河、进去得
耶和华你们 神所赐你们为业
之地、在那地居住。
Deu 11:32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
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
典章。

12:8
箴 16:25

第十二章
Deu 12:1 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
His Faith

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
例、典章、乃是这些．
Deu 12:2 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事
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
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
了。
Deu 12:3 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
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
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
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
Deu 12:4 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事奉
耶和华你们的 神。
Deu 12:5 但耶和华你们的
神从你
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
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Deu 12:6 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
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
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
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
Deu 12:7 在那里、耶和华你们
神
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
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
事、蒙耶和华你的 神赐福、就
都欢乐。
Deu 12:8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
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Deu 12:9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
你 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
的产业。
Deu 12:10 但你们过了约但河、得以
住在耶和华你们 神使你们承
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
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
住．
Deu 12:11 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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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
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
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
Deu 12:21 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要
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
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
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
Deu 12:12 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
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
12:13-27
利
17:3-14
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
所欲在你城里吃。
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 神面前
Deu 12:22 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
欢乐。
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
Deu 12:13 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
都可以吃。
中的各处献燔祭。
Deu 12:23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
Deu 12:14 惟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
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
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
〔原文作生命〕与肉同吃。
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Deu 12:24 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
Deu 12:15 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
如同倒水一样。
照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福分、
Deu 12:25 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
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
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
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
子孙就可以得福。
羊与鹿一般。
Deu 12:26 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
Deu 12:16 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
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
上、如同倒水一样。
择的地方去。
Deu 12:17 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
Deu 12:27 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
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头生
要献在耶和华你 神的坛上．平
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
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 神
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
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
里吃、
以吃。
Deu 12:18 但要在耶和华你的
神
Deu 12:28 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
面前吃、在耶和华你 神所要选
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 神眼中
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
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
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
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
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
Deu 12:29 耶和华你
神将你要去
神面前欢乐。
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
Deu 12:19 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
得了他们的地居住．
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
Deu 12:30 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
Deu 12:20 耶和华你的
神照他所
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
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
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
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
说、这些国民怎样事奉他们的神、
申命记 (申) Deu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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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照样行。
Deu 12:31 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
13:1
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太 24:24
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 13:3
太 7:15
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 耶 23:16
烧、献与他们的神。
Deu 12:32 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
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
减。

第十三章
Deu 13:1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

作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Deu 13:2 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
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事奉他罢．
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
Deu 13:3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
那作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
华你们的 神试验你们、要知道
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
们的 神不是。
Deu 13:4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
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
从他的话、事奉他、专靠他。
Deu 13:5 那先知、或是那作梦的、
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
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
华你们的 神、要勾引你离开耶
和华你 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
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
你们中间除掉。
Deu 13:6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
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
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
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
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Deu 13:7 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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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
地那边的神、
Deu 13:8 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
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
恤他、也不可遮庇他、
Deu 13:9 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
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
Deu 13:10 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
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
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 神。
Deu 13:11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
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
的恶了。
Deu 13:12-13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
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
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
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
不如去事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
的别神．
Deu 13:14 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
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
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
Deu 13:15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
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
都用刀杀尽。
Deu 13:16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
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
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
不可再建造。
Deu 13:17-18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
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
华你 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
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
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
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
申命记 (申) Deu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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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
数增多。

Deu 14:17 鹈鹕、秃雕、鸬鹚、
Deu 14:18 鹳、鹭鸶、与其类．戴鵀、

第十四章
Deu 14:1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

神的 14:25
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 太 21:12
不可将额上剃光．
Deu 14:2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
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
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Deu 14:3 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
Deu 14:4 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
山羊、
Deu 14:5 鹿、羚羊、麃子、野山羊、
麋鹿、黄羊、青羊。
Deu 14:6 凡分蹄成为两瓣、又倒嚼
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Deu 14:7 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
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
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分蹄、就与
你们不洁净。
Deu 14:8 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
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
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
Deu 14:9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
Deu 14:10 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
是与你们不洁净。
Deu 14:11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
吃。
Deu 14:12 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
雕、红头雕、
Deu 14:13 鹯、小鹰、鹞鹰、与其类．
Deu 14:14 乌鸦与其类．
Deu 14:15 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
类．
Deu 14:16 鸮鸟、猫头鹰、角鸱、
申命记 (申) Deu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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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蝙蝠。
Deu 14:19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
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
Deu 14:20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
吃。
Deu 14:21 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
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
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
的奶煮山羊羔。
Deu 14:22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
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
分。
Deu 14:23 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
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
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
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
耶和华你的 神。
Deu 14:24 当耶和华你
神赐福与
你的时候、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
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
到那里去、
Deu 14:25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
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
你 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
Deu 14:26 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
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
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
的家属、在耶和华你 神的面前、
吃喝快乐。
Deu 14:27 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
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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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无业。
Deu 14:28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
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
来、积存在你的城中。
Deu 14:29 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
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
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
样、耶和华你的 神必在你手里
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

Deu 15:9 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
15:9
太 20:15

第十五章
Deu 15:1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

行豁免。
Deu 15:2 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
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
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
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Deu 15:3 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
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
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
Deu 15:4-5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
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
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
大大赐福与你）
Deu 15:6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必
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与你、你必
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
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
不能管辖你。
Deu 15:7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
地上、无论那一座城里、你弟兄
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
揝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Deu 15:8 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
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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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
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
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
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
Deu 15:10 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
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
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你。
Deu 15:11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
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
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
Deu 15:12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
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
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
自由出去。
Deu 15:13 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
使他空手而去．
Deu 15:14 要从你羊群、禾场、酒醡
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
神怎样赐福与你、你也要照样给
他。
Deu 15:15 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
奴仆、耶和华你的 神将你救赎、
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
Deu 15:16 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
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
因在你那里很好、
Deu 15:17 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
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
仆了．你待婢女也要这样。
Deu 15:18 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
以为难事、因他服事你六年、较
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
华你的 神、就必在你所作的一
切事上、赐福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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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16:6 只当在耶和华你

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
你的 神．牛群中头生的、不可
用他耕地．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
毛。
Deu 15:20 这头生的、你和你的家属、
16:13
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申 16:16
16:16
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吃。
申 16:13
Deu 15:21 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申 31:10
3:4
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 拉
尼 8:14
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 亚 14:16
约 7:2
的 神。
Deu 15:22 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
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
羚羊、与鹿一般。
Deu 15:23 只是不可吃他的血、要倒
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

第十六章
Deu 16:1 你要注意亚笔月、向耶和

华你的 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
华你的 神在亚笔月夜间、领你
出埃及。
Deu 16:2 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
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
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
的 神．
Deu 16:3 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
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
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
地）要叫你一生一世记念你从
埃及地出来的日子。
Deu 16:4 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
见面酵．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Deu 16:5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各
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
申命记 (申) Deu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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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选
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
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
献逾越节的祭。
Deu 16:7 当在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
的地方、把肉烤了吃．〔烤或作
煮〕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棚去。
Deu 16:8 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
日要向耶和华你的 神守严肃
会、不可作工。
Deu 16:9 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
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
Deu 16:10 你要照耶和华你
神所
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
在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守七七
节。
Deu 16:11 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
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
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
在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立为他
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 神面
前欢乐。
Deu 16:12 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作
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Deu 16:13 你把禾场的谷、酒醡的酒、
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七日。
Deu 16:14 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
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
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
欢乐。
Deu 16:15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你当向耶和华你的 神守节七
日．因为耶和华你 神在你一切
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要赐福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Deu 16:16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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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
在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
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Deu 16:17 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
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福分、奉献
礼物。
Deu 16:18 你要在耶和华你
神所
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
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
的审判、判断百姓。
Deu 16:19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
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
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
颠倒义人的话。
Deu 16:20 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
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 神所
赐你的地。
Deu 16:21 你为耶和华你的
神筑
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
为木偶。
Deu 16:22 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
这是耶和华你 神所恨恶的。

17:6
申 19:15
太 18:16

第十七章
Deu 17:1 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

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
的 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 神
所憎恶的。
Deu 17:2 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那座城
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
华你 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
了他的约、
Deu 17:3 去事奉敬拜别神、或拜日
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
不曾吩咐的．
Deu 17:4 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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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
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
Deu 17:5 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
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
他打死。
Deu 17:6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
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
Deu 17:7 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
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
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Deu 17:8 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
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
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
往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
Deu 17:9 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
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
判语指示你。
Deu 17:10 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
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
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
Deu 17:11 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
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
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
右。
Deu 17:12 若有人擅敢不听从那侍
立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的祭司、
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治死．
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Deu 17:13 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
再擅敢行事。
Deu 17:14 到了耶和华你
神所赐
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
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
的国一样。
Deu 17:15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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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
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
为王。
18:10
Deu 17:16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
利 19:26
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申 18:14
赛 2:6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
18:15
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徒 3:22
太 17:5
Deu 17:17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
路 24:44
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
自己多积金银。
Deu 17:18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
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
抄录一本、
Deu 17:19 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 神、谨
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和这些律例．
Deu 17:20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
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第十八章
Deu 18:1 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

必在以色列中无分无业、他们所
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和一切所捐的。
Deu 18:2 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
华所应许他们的。
Deu 18:3 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分乃
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
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
Deu 18:4 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油、
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
Deu 18:5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从
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
申命记 (申) Deu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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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
立事奉。
Deu 18:6 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
列中的那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
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
方、
Deu 18:7 就要奉耶和华他
神的名
事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
耶和华面前事奉一样。
Deu 18:8 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
以外、还要得一分祭物与他们同
吃。
Deu 18:9 你到了耶和华你
神所赐
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
你不可学着行。
Deu 18:10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
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
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
Deu 18:11 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
术的、过阴的。
Deu 18:12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
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
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 神将
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Deu 18:13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
神
面前作完全人。
Deu 18:14 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
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
至于你、耶和华你的 神从来不
许你这样行。
Deu 18:15 耶和华你的
神要从你
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你们要听从他。
Deu 18:16 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
日子、求耶和华你 神一切的话
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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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
火、免得我死亡。
Deu 18:17 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
说的是。
Deu 18:18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
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
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
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Deu 18:19 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
话、我必讨谁的罪。
Deu 18:20 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
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
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
死。
Deu 18:21 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
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
Deu 18:22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
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
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18:18
徒 3:22
*出 4:12
耶 1:9
太 10:19
路 12:12

18:19
徒 3:23

19:15
太 18:16
太 26:60

第十九章
Deu 19:1 耶和华你

神将列国之民
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 神也将
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
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
Deu 19:2 就要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
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
Deu 19:3 要将耶和华你
神使你承
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
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
那里去。
Deu 19:4 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
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
无心杀了人的、
Deu 19:5 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
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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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
落在邻舍身上、以致于死、这人
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
活．
Deu 19:6 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
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
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
素无仇恨。
Deu 19:7 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
三座城。
Deu 19:8 耶和华你
神、若照他向
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
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
你．
Deu 19:9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
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
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
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
Deu 19:10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为业的地
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
Deu 19:11 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
着、起来击杀他、以致于死、便
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
Deu 19:12 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
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
仇的手中将他治死。
Deu 19:13 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
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
你可以得福。
Deu 19:14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
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
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
Deu 19:15 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
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
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
申命记 (申) Deu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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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案。
Deu 19:16 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
见证某人作恶、
Deu 19:17 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
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
并审判官面前、
Deu 19:18 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
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
见证陷害弟兄、
Deu 19:19 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
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
们中间除掉。
Deu 19:20 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
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Deu 19:21 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
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
还手、以脚还脚。

Deu 20:6 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

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
阵亡、别人去用。
Deu 20:7 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
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
人去娶。
Deu 20:8 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
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
Deu 20:9 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
当派军长率领他们a。
Deu 20:10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
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
的话。
Deu 20:11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
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
都要给你效劳、服事你。
Deu 20:12 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
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
Deu 20:13 耶和华你的
神、把城交
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
男丁。
Deu 20:14 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
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
己的掠物、耶和华你 神把你仇
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
Deu 20:15 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
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
Deu 20:16 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
你 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
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Deu 20:17 只要照耶和华你
神所
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
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布斯人、都灭绝净尽．

第二十章
Deu 20:1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

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
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
埃及地的耶和华你 神与你同
在。
Deu 20:2 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
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
Deu 20:3 说、以色列人哪、你们当
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
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兢、也不
要因他们惊恐．
Deu 20:4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与
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
拯救你们。
Deu 20:5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
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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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
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
华你们的 神。
Deu 20:19 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
21:6
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 太 27:24
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
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
人、叫你糟蹋么。
Deu 20:20 惟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
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
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
直到攻塌了。

第二十一章
Deu 21:1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为
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
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
Deu 21:2 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
围的城邑．
Deu 21:3 看那城离被杀的人最近、
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
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
Deu 21:4 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
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
的颈项。
Deu 21:5 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近前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拣选了他
们事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
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
判断。
Deu 21:6 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
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
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
手、
Deu 21:7 祷告〔原文作回答〕说、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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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
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Deu 21:8 耶和华阿、求你赦免你所
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
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
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
Deu 21:9 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
辜血的罪。
Deu 21:10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
候、耶和华你的 神、将他们交
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
Deu 21:11 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
貌的女子、恋慕他要娶他为妻．
Deu 21:12 就可以领他到你家里去、
他便要剃头发、修指甲、
Deu 21:13 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
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
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作他的丈
夫、他作你的妻子。
Deu 21:14 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
由他随意出去、决不可为钱卖他、
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
了他。
Deu 21:15 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
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
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
生的．
Deu 21:16 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
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
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
儿子以上、
Deu 21:17 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
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
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
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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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
他仍不听从。
Deu 21:19 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
22:4
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出 23:4
太 12:11
Deu 21:20 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
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
食好酒的人。
Deu 21:21 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
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
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
害怕。
Deu 21:22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
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Deu 21:23 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
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
得玷污了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
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
神面前受咒诅的。

第二十二章
Deu 22:1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

失迷了路、不可佯为不见、总要
把他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
Deu 22:2 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
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
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
给他。
Deu 22:3 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
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
都要这样行、不可佯为不见。
Deu 22:4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
跌倒在路上、不可佯为不见、总
要帮助他拉起来。
Deu 22:5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
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
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 神
申命记 (申) Deu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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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憎恶的。
Deu 22:6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
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
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
Deu 22:7 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
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
Deu 22:8 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
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
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Deu 22:9 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
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
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
Deu 22:10 不可并用牛驴耕地。
Deu 22:11 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搀
杂料作的衣服。
Deu 22:12 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
围作繸子。
Deu 22:13 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
恨恶他、
Deu 22:14 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
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
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
Deu 22:15 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
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
长老那里。
Deu 22:16 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
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
恶他、
Deu 22:17 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
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
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
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
Deu 22:18 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
惩治他．
Deu 22:19 并要罚他一百舍客勒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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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
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
女子仍作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
Deu 22:20 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
有贞洁的凭据、
Deu 22:21 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
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
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
在以色列中作了丑事．这样、就
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Deu 22:22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
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
并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
列中除掉。
Deu 22:23 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
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
Deu 22:24 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
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
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
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
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Deu 22:25 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
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
只要将那男子治死。
Deu 22:26 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
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
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
Deu 22:27 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
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
并无人救他。
Deu 22:28 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
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
人看见、
Deu 22:29 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
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
污了这女子、就要娶他为妻、终
His Faith

身不可休他。
Deu 22:30 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
掀开他父亲的衣襟。

第二十三章
Deu 23:1 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

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Deu 23:2 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
和华的会。
Deu 23:3 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
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
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Deu 23:4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
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所波大
米的毗夺人比珥的儿子巴兰、来
咒诅你们。
Deu 23:5 然而耶和华你的
神不肯
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
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爱你。
Deu 23:6 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
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Deu 23:7 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
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作过寄居的。
Deu 23:8 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
和华的会。
Deu 23:9 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
避诸恶。
Deu 23:10 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
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
不可入营。
Deu 23:11 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
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
Deu 23:12 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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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作为便所。
Deu 23:13 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
23:23
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 太 5:33
23:25
铲土、转身掩盖。
太 12:1
Deu 23:14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常
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 24:1
太 19:7
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
你。
Deu 23:15 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
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
的主人。
Deu 23:16 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
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
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
他。
Deu 23:17 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
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
童。
Deu 23:18 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
〔原文作狗〕所得的价、你不可带
入耶和华你 神的殿还愿．因为
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 神所憎
恶的。
Deu 23:19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
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
的物、都不可取利。
Deu 23:20 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
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
耶和华你 神必在你所去得为
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
事上、赐福与你。
Deu 23:21 你向耶和华你的
神许
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
你的 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
还就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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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23:22 你若不许愿、倒无罪。
Deu 23:23 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

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
耶和华你 神所许的愿谨守遵
行。
Deu 23:24 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
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
在器皿中。
Deu 23:25 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稼、
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
刀割取禾稼。

第二十四章
Deu 24:1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

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
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
开夫家。
Deu 24:2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
去嫁别人。
Deu 24:3 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
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
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
Deu 24:4 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
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
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
和华你 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
污了。
Deu 24:5 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
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
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
妻快活。
Deu 24:6 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
是上磨石作当头、因为这是拿人
的命作当头。
Deu 24:7 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
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
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治死．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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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Deu 24:8 在大痲疯的灾病上、你们
24:13,17
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 出 22:26
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 25:3
林后
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
11:24
Deu 24:9 当记念出埃及后、在路上 25:4
耶和华你 神向米利暗所行的 林前 9:9
事。
Deu 24:10 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
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
Deu 24:11 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
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
Deu 24:12 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
的当头过夜。
Deu 24:13 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
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
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Deu 24:14 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
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
你不可欺负他。
Deu 24:15 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
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
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罪便归你了。
Deu 24:16 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
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Deu 24:17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
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
作当头。
Deu 24:18 要记念你在埃及作过奴
仆、耶和华你的 神从那里将你
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Deu 24:19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
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
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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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你 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
一切事上、赐福与你。
Deu 24:20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
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
儿寡妇。
Deu 24:21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
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
Deu 24:22 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
作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第二十五章
Deu 25:1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

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
有罪。
Deu 25:2 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
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
的罪照数责打。
Deu 25:3 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
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
了。
Deu 25:4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
可笼住他的嘴。
Deu 25:5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
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
娶他为妻、与他同房。
Deu 25:6 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
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
抹了。
Deu 25:7 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
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
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
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
我尽弟兄的本分。
Deu 25:8 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
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
申命记 (申) Deu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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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Deu 25:9 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

Deu 26:1 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

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
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
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
Deu 25:10 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
为脱鞋之家。
Deu 25:11 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
近前来、要救他丈夫脱离那打他
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
Deu 25:12 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
可顾惜他。
Deu 25:13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
两样的法码。
Deu 25:14 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
两样的升斗。
Deu 25:15 当用对准公平的法码、公
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
以长久。
Deu 25:16 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
是耶和华你 神所憎恶的。
Deu 25:17 你要记念你们出埃及的
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
Deu 25:18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
疲乏困倦、击杀你尽后边软弱的
人、并不敬畏 神。
Deu 25:19 所以当耶和华你
神使
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并
在耶和华你 神赐你为业的地
上、得享平安的时候、你要将亚
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
可忘记a。

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
Deu 26:2 就要从耶和华你
神赐你
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
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
和华你 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
的居所去．
Deu 26:3 见当时作祭司的、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 神、宣告b
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
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Deu 26:4 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
来、放在耶和华你 神的坛前。
Deu 26:5 你要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
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
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
多的国民。
Deu 26:6 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
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
Deu 26:7 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
列祖的 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
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
碌、欺压、
Deu 26:8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
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
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
Deu 26:9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
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Deu 26:10 耶和华阿、现在我把你所
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
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

a Deu 25:19 所以...
byb!S*m! ;yb#y+a}-lK*m! ;l= ;yh#Oa$ hw`hy+ j~yn}h*B= hy`h*w+
HT*v=r]l= hl*j&n~ ;l= /t@n{ ;yh#Oa$-hw`hy+ rv#a& Jr\a*B*
p .jK*v=T! aO <y]m*V*h^ tj^T^m! ql@m*u& rk#z}-ta# hj#m=T!
和合本译作所以耶和华你 神使你不被四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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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 神赐你为业的地
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
下涂抹了．不可忘记
b Deu 26:3宣告 yT!d+G~h! 和合本译作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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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 神下拜。
Deu 26:11 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
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 神所
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
Deu 26:12 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
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
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
以吃得饱足。
Deu 26:13 你又要在耶和华你
神
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
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
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
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
也没有忘记。
Deu 26:14 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
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
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
从了耶和华我 神的话、都照你
所吩咐的行了。
Deu 26:15 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
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
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
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
地。
Deu 26:16 耶和华你的
神今日吩
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
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
Deu 26:17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
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
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
Deu 26:18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
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
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Deu 26:19 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
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
His Faith

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

第二十七章
Deu 27:1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

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
吩咐的一切诫命。
Deu 27:2 你们过约但河、到了耶和
华你 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
立起几块大石头、墁上石灰．
Deu 27:3 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
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
华你 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 神所应
许你的。
Deu 27:4 你们过了约但河、就要在
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
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墁上石灰。
Deu 27:5 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
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
铁器、
Deu 27:6 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
和华你 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
祭献给耶和华你的 神。
Deu 27:7 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
吃、在耶和华你的 神面前欢乐。
Deu 27:8 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
明的写在石头上。
Deu 27:9 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
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阿、要默
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
神的百姓了。
Deu 27:10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Deu 27:11 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
Deu 27:12 你们过了约但河、西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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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犹大、以萨迦、约瑟、便雅
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
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Deu 27:13 流便、迦得、亚设、西布伦、
27:16
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 出 21:17
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 27:26
加 3:10
Deu 27:14 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
耶 11:3
高声说、
Deu 27:15 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
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
工匠手所作的、在暗中设立、那
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
阿们。
Deu 27:16 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Deu 27:17 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
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Deu 27:18 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
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Deu 27:19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
要说、阿们。
Deu 27:20 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
要说、阿们。
Deu 27:21 与兽淫合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Deu 27:22 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
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
都要说、阿们。
Deu 27:23 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Deu 27:24 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Deu 27:25 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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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27:26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

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
们。

第二十八章
Deu 28:1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
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Deu 28:2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
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
你身上。
Deu 28:3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
也必蒙福。
Deu 28:4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
都必蒙福。
Deu 28:5 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
都必蒙福。
Deu 28:6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Deu 28:7 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
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
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
路逃跑。
Deu 28:8 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
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
临到你．耶和华你 神、也要在
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
Deu 28:9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
神的
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
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
民。
Deu 28:10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
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
Deu 28:11 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
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
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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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绰绰有余。
Deu 28:12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
28:23
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 赛 60:17
耶 6:28
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
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
向他们借贷。
Deu 28:13-14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
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
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
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Deu 28:15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
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
你身上。
Deu 28:16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
间也必受咒诅。
Deu 28:17 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
都必受咒诅。
Deu 28:18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
Deu 28:19 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
诅。
Deu 28:20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
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
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
Deu 28:21 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
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
业的地上灭绝。
Deu 28:22 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
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或作干
旱〕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Deu 28:23 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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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Deu 28:24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
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
身上、直到你灭亡。
Deu 28:25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
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
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
国中抛来抛去。
Deu 28:26 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
鸟、和地上的走兽作食物、并无
人哄赶。
Deu 28:27 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
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
使你不能医治。
Deu 28:28 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
心惊攻击你。
Deu 28:29 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
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
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
无人搭救。
Deu 28:30 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
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
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
中的果子。
Deu 28:31 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
必不得吃他的肉、你的驴在你眼
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
了仇敌、无人搭救。
Deu 28:32 你的儿女必归与别国的
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
明、你手中无力拯救。
Deu 28:33 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
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
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
Deu 28:34 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
必致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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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
疮无法医治。
Deu 28:36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
28:57
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 王下 6:29
哀 2:20
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事奉木头石
头的神。
Deu 28:37 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
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
Deu 28:38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
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
Deu 28:39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
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
为被虫子吃了。
Deu 28:40 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
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
自落了。
Deu 28:41 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
的、因为必被掳去。
Deu 28:42 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
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
Deu 28:43 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
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
下降、低而又低。
Deu 28:44 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
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
Deu 28:45 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
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
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不遵守他
所吩咐的诫命律例。
Deu 28:46 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
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
永远。
Deu 28:47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
心乐意地事奉耶和华你的 神、
Deu 28:48 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
申命记 (申) Deu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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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露、缺乏之中、事奉耶和华所
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
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
绝。
Deu 28:49 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
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
民的言语你不懂得。
Deu 28:50 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
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
Deu 28:51 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
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
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
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
将你灭绝。
Deu 28:52 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
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
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遍地的各
城里。
Deu 28:53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
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
你 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
Deu 28:54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
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
并他余剩的儿女．
Deu 28:55 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
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
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
无所剩。
Deu 28:56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
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
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
的儿女。
Deu 28:57 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
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
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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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
Deu 28:58-59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
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 神
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
耶和华就必将奇灾、就是至大至
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
和你后裔的身上．
Deu 28:60 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
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
Deu 28:61 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
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
身上、直到你灭亡。
Deu 28:62 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
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
Deu 28:63 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
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
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
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
被拔除。
Deu 28:64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
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
必在那里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
认识木头石头的神。
Deu 28:65 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
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
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
精神消耗。
Deu 28:66 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
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
Deu 28:67 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
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
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
早晨才好。
Deu 28:68 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
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
His Faith

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
奴婢、却无人买。

第二十九章
Deu 29:1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

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
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
之外。
Deu 29:2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
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
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
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
见了．
Deu 29:3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
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
Deu 29:4 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
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
见。
Deu 29:5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
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Deu 29:6 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
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
和华是你们的 神。
Deu 29:7 你们来到这地方、希实本
王西宏、巴珊王噩、都出来与我
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
Deu 29:8 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
迦得支派、和玛拿西半支派为业。
Deu 29:9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
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
上亨通。
Deu 29:10-11 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
〔原文作支派〕长老、官长、以色
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
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
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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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面前．
Deu 29:12 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
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
的誓。
Deu 29:13 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
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
你作他的子民、他作你的 神。
Deu 29:14 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
这誓。
Deu 29:15 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
华我们 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
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
约、起这誓。
Deu 29:16（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
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
Deu 29:17 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
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
偶像。）
Deu 29:18 惟恐你们中间、或男、或
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
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 神、去事
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
恶根生出苦菜和茵蔯来．
Deu 29:19 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
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
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
Deu 29:20 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
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
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
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
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
Deu 29:21 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
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
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
Deu 29:22 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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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
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
与这地的疾病、
Deu 29:23 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
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
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
在忿怒中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
拉、押玛、洗扁一样．
Deu 29:24 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
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
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
思呢。
Deu 29:25 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
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
们所立的约、
Deu 29:26 去事奉敬拜素不认识的
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
排的。
Deu 29:27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
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
诅、都降在这地上。
Deu 29:28 耶和华在怒气、忿怒、大
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
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
Deu 29:29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
们 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
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
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第三十章
Deu 30:1 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

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
和华你 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
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
Deu 30:2 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
性归向耶和华你的 神、照着我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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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
Deu 30:3 那时、耶和华你的
神必 30:12-14
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 罗 10:6-8
耶和华你的 神要回转过来、从 30:14*
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 罗 1:19
31:2
来。
民 20:12
Deu 30:4 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 申 1:37
申 32:52
涯的、耶和华你的 神也必从那 申 34:4
里将你招聚回来。
Deu 30:5 耶和华你的
神必领你进
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
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
你列祖众多。
Deu 30:6 耶和华你
神必将你心里、
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
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 神、
使你可以存活。
Deu 30:7 耶和华你的
神必将这一
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
逼迫你的人身上。
Deu 30:8 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Deu 30:9-10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
神
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
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
华你的 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
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
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
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
福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Deu 30:11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
Deu 30:12 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
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
可以遵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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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30:13 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
见可以遵行呢。
Deu 30:14 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
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Deu 30:15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
Deu 30:16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
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
数增多、耶和华你 神就必在你
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
你。
Deu 30:17 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
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别神、
Deu 30:18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
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但河进去
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
久。
Deu 30:19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
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
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
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Deu 30:20 且爱耶和华你的
神、听
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
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
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
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第三十一章
Deu 31:1 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
Deu 31:2 说、我现在一百二十岁了、

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
说、你必不得过这约但河。
Deu 31:3 耶和华你们的
神必引导
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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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
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
华所说的。
Deu 31:4 耶和华必待他们、如同从
31:10
前待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 约 7:14
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 31:16-18
哀 2:17
Deu 31:5 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
待他们。
Deu 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
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
华你的 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
下你、也不丢弃你。
Deu 31:7 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
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
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
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
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
地为业。
Deu 31:8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
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
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Deu 31:9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
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
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Deu 31:10 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
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
住棚节的时候、
Deu 31:11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
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
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
律法念给他们听。
Deu 31:12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
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
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
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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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31:13 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

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 神、在你们过约
但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
常常这样行。
Deu 31:14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
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
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
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
里。
Deu 31:15 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
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
Deu 31:16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
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
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
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
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Deu 31:17 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
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
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
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
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
岂不是因我们的 神不在我们
中间么。
Deu 31:18 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
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
们。
Deu 31:19 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
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
证他们的不是．
Deu 31:20 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
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
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
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事奉他们、
藐视我、背弃我的约。
Deu 31:21 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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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作见
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
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
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
道了。
Deu 31:22 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
31:26
罗 3:20
教导以色列人。
32:11
Deu 31:23 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
太 23:37
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 启 12:14
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
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
Deu 31:24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
书上、及至写完了、
Deu 31:25 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
利未人说、
Deu 31:26 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
你们 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
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Deu 31:27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
的、是硬着颈项的、我今日还活
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
和华、何况我死后呢。
Deu 31:28 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
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
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
见证他们的不是。
Deu 31:29 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
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
所作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
临到你们。
Deu 31:30 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
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

第三十二章

Deu 32:2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

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
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Deu 32:3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
们要将大德归与我们的 神。
Deu 32:4 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信实a无
伪的 神、又公义、又正直。
Deu 32:5 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
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
的儿女。
Deu 32:6 愚昧无知的民哪、你们这
样报答耶和华么．他岂不是你的
父、将你买来的么．他是制造你、
建立你的。
Deu 32:7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
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
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
Deu 32:8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
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
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Deu 32:9 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
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Deu 32:10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
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
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
瞳人。
Deu 32:11 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
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
两翼之上、
Deu 32:12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Deu 32:13 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
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
磐石中咂蜜、从坚石中吸油。

Deu 32:1 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

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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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32:14 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

羊羔的脂油、巴珊所出的公绵羊、
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
萄汁酿的酒。
Deu 32:15 但耶书仑渐渐肥胖、粗壮、
32:21
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 罗 10:19
32:35
神、轻看救他的磐石。
罗 12:19
Deu 32:16 敬拜别神、触动
神的愤
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
Deu 32:17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
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Deu 32:18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
产你的 神。
Deu 32:19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
动他、就厌恶他们。
Deu 32:20 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
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
僻的族类、心中无信实a的儿女。
Deu 32:21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
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
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
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
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
Deu 32:22 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
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
着了。
Deu 32:23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
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
Deu 32:24 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
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
齿咬他们、并土中腹行的、用毒
气害他们。
Deu 32:25 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

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
的、白发的、尽都灭绝。
Deu 32:26 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
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
Deu 32:27 惟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
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
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Deu 32:28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
Deu 32:29 惟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
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Deu 32:30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
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
能使万人逃跑呢。
Deu 32:31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Deu 32:32 他们的葡萄树是所多玛
的葡萄树、蛾摩拉田园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
苦的。
Deu 32:33 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
是虺蛇残害的恶毒。
Deu 32:34 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府库中么。
Deu 32:35 他们失脚的时候、伸冤报
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
到。
Deu 32:36 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
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
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
的仆人后悔。
Deu 32:37 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
所投靠的磐石、
Deu 32:38 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

a Deu 32:20无信实 /m%a@-aO 和合本译作无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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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油、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那
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
卫你们。
Deu 32:39 你们如今要知道、我、惟
32:39
有我是 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撒上 2:6
约 5:21
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
33:8
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 出 28:30
利 8:8
出来。
民 27:21
Deu 32:40 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 撒上 28:6
拉 2:63
永生起誓．
尼 7:65
Deu 32:41 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
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
报应恨我的人。
Deu 32:42 我要使我的箭饮血饮醉、
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
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
肉。
Deu 32:43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
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
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
的地、救赎他的百姓。
Deu 32:44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
Deu 32:45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
了这一切的话．
Deu 32:46 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
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
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
的话．
Deu 32:47 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
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
你们过约但河要得为业的地上、
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Deu 32:48 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Deu 32:49 你上这亚巴琳山中的尼
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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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
的迦南地。
Deu 32:50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
归你列祖〔原文作本民〕去、像你
哥哥亚伦、死在何珥山上、归他
的列祖一样．
Deu 32:51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
低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
Deu 32:52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第三十三章
Deu 33:1 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

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
Deu 33:2 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
从西珥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
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
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Deu 33:3 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
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
受他的言语。
Deu 33:4 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
雅各会众的产业。
Deu 33:5 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
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
华〔原文作他〕在耶书仑中为王。
Deu 33:6 愿流便存活不至死亡、愿
他人数不至稀少。
Deu 33:7 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
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
族．他曾用手为自己争战、你必
帮助他攻击敌人。
Deu 33:8 论利未说、耶和华阿、你
的土明、和乌陵*、都在你的虔诚
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
米利巴水与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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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 33:9 他对自己的父母说、我看

不见你们[原文作他]、他也不认
得他的弟兄、也不知道自己的儿
女．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你的话、
只谨守你的约a。
Deu 33:10 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
33:9
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 太 10:37
太 19:27
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牲
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
Deu 33:11 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
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
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
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
起来。
Deu 33:12 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
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
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
之中。
Deu 33:13 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
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
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
Deu 33:14 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
亮所养成的宝物．
Deu 33:15 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
之岭的宝物．
Deu 33:16 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
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
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
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
Deu 33:17 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
严．他的角是野牛的角、用以抵
a Deu 33:9 他对...
wyt!ya!r+ aO w{Ma!l=W wyb!a*l= rm@a)h*
¬wyn`B*} w{nB*-ta#w+ ryK!h! aO wyj*a#-ta#w+
.Wrx)n+y] ;t=yr]b=W ;t#r`m=a! Wrm=v* yK! ud`y` aO
和合本译作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
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
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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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角、是以
法莲的万万、玛拿西的千千。
Deu 33:18 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哪、
你出外可以欢喜．以萨迦阿、在
你帐棚里可以快乐。
Deu 33:19 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
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
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
珍宝。
Deu 33:20 论迦得说、使迦得扩张的、
应当称颂、迦得住如母狮、他撕
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
Deu 33:21 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
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分存
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
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
色列所立的典章。
Deu 33:22 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
巴珊跳出来。
Deu 33:23 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
阿、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
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Deu 33:24 论亚设说、愿亚设享受多
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
以把脚蘸在油中。
Deu 33:25 你的门闩〔门闩或作鞋〕
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Deu 33:26 耶书仑哪、没有能比
神
的．他为帮助你、乘在天空、显
其威荣、驾行穹苍。
Deu 33:27 永生的
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
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罢。
Deu 33:28 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
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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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滴甘露。
Deu 33:29 以色列阿、你是有福的、
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
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
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
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第三十四章

34:1-5
来 11:13

34:4
王下 7:2

34:7
创 6:3
精神没有
衰败:
书 14:1011

对面所认识的。
Deu 34:11 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
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
Deu 34:12 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
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Deu 34:1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迦
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
Deu 34:2 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
玛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
Deu 34:3 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
平原、直到琐珥、都指给他看。
Deu 34:4 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
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
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
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
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Deu 34:5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
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Deu 34:6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
伯毗珥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
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Deu 34:7 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
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
衰败。
Deu 34:8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
西哀哭了三十日、为摩西居丧哀
哭的日子就满了。
Deu 34:9 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
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
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
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Deu 34:10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
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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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一章
Jos 1:1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

1:9

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 提后 2:1
儿子约书亚、说、
Jos 1:2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
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但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Jos 1:3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
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
们了。
Jos 1:4 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
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
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
Jos 1:5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
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
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
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Jos 1:6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
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
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
地。
Jos 1:7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
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
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
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利。
Jos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
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Jos 1:9 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
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
的 神必与你同在。
Jos 1:10 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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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说、
Jos 1:11 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
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
之内、你们要过这约但河、进去
得耶和华你们 神赐你们为业
之地。
Jos 1:12 约书亚对流便人、迦得人、
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说、
Jos 1:13 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
华你们的 神使你们得享平安、
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Jos 1:14 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
都可以留在约但河东摩西所给
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
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
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
Jos 1:15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
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
耶和华你们 神所赐他们为业
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
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
人摩西在约但河东向日出之地
所给你们的。
Jos 1:16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
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
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
Jos 1:17 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
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惟愿耶和华你的 神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Jos 1:18 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
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
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第二章
Jos 2:1 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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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吩咐
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
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
Jos 2:2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
2:5
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 创 19:11
Jos 2:3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 2:15
撒上
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 19:12
9:25
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 徒
林后
11:33
全地。
Jos 2:4 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那
里来的我却不知道。
Jos 2:5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
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
Jos 2:6（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
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
中。）
Jos 2:7 那些人就往约但河的渡口
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
出去、城门就关了。
Jos 2:8 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
房顶到他们那里、
Jos 2:9 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
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
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
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Jos 2:10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
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
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
待约但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
宏和噩、将他们尽行毁灭。
Jos 2:11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
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
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 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 神。
Jos 2:12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
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
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
证据、
Jos 2:13 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
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
性命不死。
Jos 2:14 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漏
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信实a待你。
Jos 2:15 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
窗户里缒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
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
Jos 2:16 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
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
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
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Jos 2:17 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
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誓、就与
我们无干了。
Jos 2:18 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
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缒我们
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
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
你家中。
Jos 2:19 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原文
是血〕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
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
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
Jos 2:20 你若泄漏我们这件事、你
叫我们所起的誓、就与我们无干
了。
a Jos 2:14 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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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2:21 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罢。

Jos 3:8 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

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
绳系在窗户上。
Jos 2:22 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
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
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
Jos 2:23 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
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
说所遭遇的一切事。
Jos 2:24 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
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
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
化了。

你们到了约但河的水边上、就要
在约但河水里站住。
Jos 3:9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
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Jos 3:10-11 约书亚说、看哪、约柜
(就是全地的主*)a必在你们前头
过去到约但河里．因此你们就知
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 神．并且
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
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
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
Jos 3:12 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
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
Jos 3:13 等到抬耶和华约柜(就是
全地的主*)b的祭司把脚站在约
但河水里、约但河的水、就是从
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
成垒。
Jos 3:14 百姓离开帐棚、要过约但
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
百姓的前头、
Jos 3:15 他们到了约但河、脚一入
水、（原来约但河水、在收割的
日子、涨过两岸）
Jos 3:16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
极远之地、撒拉但旁的亚当城那
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
的海、就是盐海、下流的水、全
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
面过去了。
Jos 3:17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
但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

3:11*
书 3:13
亚 4:14
亚 6:5
启 11:4
约 14:30
林后 4:4

3:13*
书 3:10

第三章
Jos 3:1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

众人都离开什亭、来到约但河、
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
Jos 3:2 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
Jos 3:3 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
华你们 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
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约柜去。
Jos 3:4 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
二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
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Jos 3:5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
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
中间行奇事。
Jos 3:6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
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
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
Jos 3:7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
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
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三章

a Jos 3:10-11 约柜... Jr\a*h*-lK* /oda& tyr]B=h^ /ora&
和合本译作普天下主的约柜
b Jos 3:13 耶和华... Jr\a*h*-lK* /oda& hw`hy+ /ora&&
和合本译作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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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
都过了约但河。

Jos 4:10 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但河

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
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
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
速过去了。
Jos 4:11 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
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
过去。
Jos 4:12 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半
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
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
去。
Jos 4:13 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
平原、等候上阵。
Jos 4:14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
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
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
畏摩西一样。
Jos 4:15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Jos 4:16 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
约但河里上来。
Jos 4:17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
们从约但河里上来。
Jos 4:18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
但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
但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
两岸。
Jos 4:19 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但
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
的东边安营。
Jos 4:20 他们从约但河中取来的那
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
Jos 4:21 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
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
头是什么意思．

第四章
Jos 4:1 国民尽都过了约但河、耶和

华就对约书亚说、
Jos 4:2 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Jos 4:3 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
从约但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
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Jos 4:4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
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
派一人、都召了来．
Jos 4:5 对他们说、你们下约但河中、
过到耶和华你们 神的约柜前
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
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Jos 4:6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
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
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Jos 4:7 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
约但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断绝．约柜过约但河的时候、约
但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
作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念。
Jos 4:8 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
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
从约但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
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
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Jos 4:9 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
在约但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
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
还在那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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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4:22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

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但河．
Jos 4:23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 5:15
在你们前面、使约但河的水干了、出 3:5
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
的 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
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Jos 4:24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
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
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 神。

第五章
Jos 5:1 约但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

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
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但河的
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
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
不再有胆气。
Jos 5:2 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
人行割礼。
Jos 5:3 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
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Jos 5:4 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
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
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
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Jos 5:5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
礼．惟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
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
礼。
Jos 5:6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
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
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
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
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
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六章

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Jos 5:7 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
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
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
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
Jos 5:8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
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
Jos 5:9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
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
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
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
Jos 5:10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
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
守逾越节。
Jos 5:11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
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
饼、和烘的谷。
Jos 5:12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
二日吗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
不再有吗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
迦南地的出产。
Jos 5:13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
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
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
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Jos 5:14 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
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
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
么话吩咐仆人。
Jos 5:15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
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
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
就照着行了。

第六章
Jos 6:1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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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
Jos 6:2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
6:4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启 5:6
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6:13*
代下
Jos 6:3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 20:21
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
样行。
*
Jos 6:4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 走
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
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Jos 6:5 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
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
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Jos 6:6 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
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
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Jos 6:7 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
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
前。
Jos 6:8 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
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
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
后面跟随。
Jos 6:9 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
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
面走一面吹。
Jos 6:10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
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
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
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
喊。
Jos 6:11 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
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
营里、就在营里住宿。
Jos 6:12 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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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耶和华的约柜。
Jos 6:13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
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
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
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
走一面吹。
Jos 6:14 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
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
行。
Jos 6: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
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惟独
这日把城绕了七次。
Jos 6: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
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
罢．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
们了。
Jos 6:17 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
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
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
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
者。
Jos 6:18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
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
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
使全营受咒诅。
Jos 6:19 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
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
耶和华的库中。
Jos 6:20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
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
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Jos 6:21 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
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
尽。
Jos 6:22 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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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
你们向他所起的誓、将那女人、
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6:26
Jos 6:23 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
王上
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 16:34
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
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Jos 6:24 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
所有的、焚烧了．惟有金子、银
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
华殿的库中。
Jos 6:25 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
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
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
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
列中、直到今日。
Jos 6:26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
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
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
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
必丧幼子。
Jos 6:27 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
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

第七章
Jos 7:1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

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
曾孙、撒底的孙子、迦米的儿子
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
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Jos 7:2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
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
艾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
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艾城。
Jos 7:3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
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
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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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Jos 7:4 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
里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
Jos 7:5 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
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
示巴琳、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
的心就消化如水。
Jos 7:6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
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
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
晚上。
Jos 7:7 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
阿、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但
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
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
但河那边倒好。
Jos 7:8 主阿、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
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呢．
Jos 7:9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
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
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
大名要怎样行呢。
Jos 7:10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
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
Jos 7:11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
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
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
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Jos 7: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
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
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
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
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Jos 7:13 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
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
FOJC.NET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七章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这样说、
以色列阿、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
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
站立不住。
Jos 7:14 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
派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
要按着宗族近前来．耶和华所取
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近前来．耶
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
一个一个地近前来。
Jos 7:15 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
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
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
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Jos 7:16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
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近前来．取出
来的、是犹大支派．
Jos 7:17 使犹大支派〔原文作宗族〕
近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
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
个一个地近前来．取出来的、是
撒底．
Jos 7:18 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
一个一个地近前来、就取出犹大
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
子、迦米的儿子亚干。
Jos 7:19 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
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作
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Jos 7:20 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
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我所作的事、如此如此。
Jos 7:21 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
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客
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客
His Faith

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
了．现今藏在我帐棚内的地里、
银子在衣服底下。
Jos 7:22 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
的帐棚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
帐棚内、银子在底下。
Jos 7:23 他们就从帐棚里取出来、
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
放在耶和华面前。
Jos 7:24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
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
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
女、牛、驴、羊、帐棚、以及他所
有的、都带到亚割谷去。
Jos 7:25 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
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
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
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
烧他所有的。〔他所有的原文作他
们〕
Jos 7:26 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

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
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
地方名叫亚割谷、直到今日。
〔亚割就是连累的意思〕

第八章
Jos 8:1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

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
切兵丁、上艾城去．我已经把艾
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
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Jos 8:2 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
的王、也当照样待艾城、和艾城
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
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
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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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8:3 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

Jos 8:13 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

都起来、要上艾城去．约书亚选
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
们前往．
Jos 8:4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
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
准备。
Jos 8:5 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
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
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
前逃跑．
Jos 8:6 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
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
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
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
跑．
Jos 8:7 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
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
Jos 8:8 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
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
吩咐你们的。
Jos 8:9 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
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
和艾城的中间．就是在艾城的西
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
Jos 8:10 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
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
面上艾城去。
Jos 8:11 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
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
在艾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艾
城中间有一山谷。
Jos 8:12 他挑了约有五千人、使他
们埋伏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间、
就是在艾城的西边。

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
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
Jos 8:14 艾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
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
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
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
城后有伏兵。
Jos 8:15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
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
跑。
Jos 8:16 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
赶他们．艾城人追赶的时候、就
被引诱离开城。
Jos 8:17 艾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
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
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
Jos 8:18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
向艾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
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
城伸出手里的短枪。
Jos 8:19 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
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
城去、放火焚烧。
Jos 8:20 艾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
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
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
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Jos 8:21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
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
就转身回去、击杀艾城的人。
Jos 8:22 伏兵也出城迎击艾城人．
艾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
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
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
有一个逃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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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8:23 生擒了艾城的王、将他解

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
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
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
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
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Jos 8:34 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
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
写的、都宣读了一遍。
Jos 8:35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
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
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
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到约书亚那里。
Jos 8:24 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
尽所追赶一切艾城的居民．艾城
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
众人就回到艾城、用刀杀了城中
的人。
Jos 8:25 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
共有一万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
人。
Jos 8:26 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
出来的短枪、直到把艾城的一切
居民、尽行杀灭。
Jos 8:27 惟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
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
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
Jos 8:28 约书亚将艾城焚烧、使城
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
Jos 8:29 又将艾城王挂在树上、直
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
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
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
头、直存到今日。
Jos 8:30 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筑一座
坛．
Jos 8:31 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
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
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
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
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
Jos 8:32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
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
写在石头上。
Jos 8:33 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
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
His Faith

第九章
Jos 9:1 约但河西住山地、高原、并

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
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
人的诸王、听见这事、
Jos 9:2 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
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
Jos 9:3 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
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
Jos 9:4 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
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
驮在驴上、
Jos 9:5 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
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
都是干的、长了霉了。
Jos 9:6 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
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
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Jos 9:7 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
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
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Jos 9:8 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
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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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人、是从那里来的．
Jos 9:9 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
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 神
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
事、
Jos 9:10 并他向约但河东的两个亚
摩利王、就是希实本王西宏、和
在亚斯他录的巴珊王噩、一切所
行的事．
Jos 9:11 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
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
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
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
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Jos 9:12 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
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
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
了霉了。
Jos 9:13 这皮酒袋、我们盛酒的时
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
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
甚远、也都穿旧了。
Jos 9:14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
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Jos 9:15 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
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
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Jos 9:16 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
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
Jos 9:17 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
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
拉、比录、基列耶琳。
Jos 9:18 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
着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向他们
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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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
Jos 9:19 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
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
们。
Jos 9:20 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
们活着．免得有忿怒因我们所起
的誓临到我们身上。
Jos 9:21 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
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作了
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
所说的话。
Jos 9:22 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
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
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
我们中间。
Jos 9:23 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
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作奴仆、
为我 神的殿、作劈柴挑水的人。
Jos 9:24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
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
你的 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
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
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
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
行了这事。
Jos 9:25 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
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作
罢。
Jos 9:26 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
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
列人就没有杀他们。
Jos 9:27 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
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
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
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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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Jos 10:1 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听

10:12

见约书亚夺了艾城、尽行毁灭． 王下
20:11
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 赛 38:8
照样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又听见
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和
约、住在他们中间．
Jos 10:2 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
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艾城更
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
Jos 10:3 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
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仑王何咸、耶
末王毗兰、拉吉王雅非亚、和伊
矶伦王底璧、说、
Jos 10:4 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
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
和以色列人立了和约。
Jos 10:5 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
耶路撒冷王、希伯仑王、耶末王、
拉吉王、伊矶伦王、大家聚集、
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
安营、攻打基遍。
Jos 10:6 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
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
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
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
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
我们。
Jos 10:7 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
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
去。
Jos 10:8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
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
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
立得住。
Jos 10:9 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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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然临到他们那里。
Jos 10:10 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
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
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仑的
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
和玛基大。
Jos 10:11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正在伯和仑下坡的时候、耶和华
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
〔冰雹原文作石头〕直降到亚西加、
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
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Jos 10:12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
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
头阿、你要停在基遍．月亮阿、
你要止在亚雅仑谷。
Jos 10:13 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
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
是写在雅煞珥书上么．日头在天
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
日之久。
Jos 10:14 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
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
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争战。
Jos 10:15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
吉甲的营中。
Jos 10:16 那五王逃跑、藏在玛基大
洞里。
Jos 10:17 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
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玛基大洞
里。
Jos 10:18 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
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
Jos 10:19 你们却不可耽延．要追赶
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尽后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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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章

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
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已经把他
们交在你们手里。
Jos 10:20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
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
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
Jos 10:21 众百姓就安然回玛基大营
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
向以色列人饶舌。
Jos 10:22 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
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
前。
Jos 10:23 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仑王、耶
末王、拉吉王、伊矶伦王、从洞
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
Jos 10:24 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
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
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
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
颈项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
在这些王的颈项上。
Jos 10:25 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
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
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
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
Jos 10:26 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
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
挂到晚上。
Jos 10:27 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
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
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
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
Jos 10:28 当日约书亚夺了玛基大、
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
中一切人口尽行杀灭、没有留下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章

一个．他待玛基大王像从前待耶
利哥王一样。
Jos 10:29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玛
基大往立拿去、攻打立拿。
Jos 10:30 耶和华将立拿、和立拿的
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
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
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待
立拿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
Jos 10:31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立
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
打这城。
Jos 10:32 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
人的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
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
口．是照他向立拿一切所行的。
Jos 10:33 那时基色王荷兰上来帮助
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
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
Jos 10:34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
吉往伊矶伦去、对着伊矶伦安营、
攻打这城．
Jos 10:35 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
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
的一切人口、尽行杀灭．是照他
向拉吉一切所行的。
Jos 10:36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
矶伦上希伯仑去、攻打这城．
Jos 10:37 就夺了希伯仑和属希伯仑
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
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
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
伊矶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
口、尽行杀灭。
Jos 10:38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
底璧、攻打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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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10:39 就夺了底璧、和属底璧的

战。

城邑、又擒获底璧的王、用刀将
这些城中的人口尽行杀灭、没有
留下一个．他待底璧和底璧王像
从前待希伯仑、和立拿与立拿王
一样。
Jos 10:40 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
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
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
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所吩
咐的。
Jos 10:41 约书亚从加低斯巴尼亚攻
击到迦萨、又攻击歌珊全地、直
到基遍。
Jos 10:42 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
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为以色列争战。
Jos 10:43 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
回到吉甲的营中。

Jos 11:6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

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
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
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
烧他们的车辆。
Jos 11:7 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
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
Jos 11:8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
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
弗玛音、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
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
Jos 11:9 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
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
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
Jos 11:10 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琐、
用刀击杀夏琐王．素来夏琐在这
诸国中是为首的。
Jos 11:11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
人口、将他们尽行杀灭．凡有气
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
火焚烧夏琐。
Jos 11:12 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
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
杀他们、将他们尽行杀灭、正如
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Jos 11:13 至于造在山岗上的城、除
了夏琐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
烧．约书亚只将夏琐焚烧了。
Jos 11:14 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
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
物．惟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
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
一个。
Jos 11:15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

第十一章
Jos 11:1 夏琐王耶宾听见这事、就

打发人去见玛顿王约巴、伸仑王、
押煞王、
Jos 11:2 与北方、山地、基尼烈南边
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珥山冈
的诸王．
Jos 11:3 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
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
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
根米斯巴地的希未人。
Jos 11:4 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
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
多马匹车辆。
Jos 11:5 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
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争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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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
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
行的。
Jos 11:16 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
山地、一带南地、歌珊全地、高
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
山下的高原。
Jos 11:17 从上西珥的哈拉山、直到
黑门山下利巴嫩平原的巴力迦
得．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
他们杀死。
Jos 11:18 约书亚和这诸王争战了许
多年日。
Jos 11:19 除了基遍的希未人之外、
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
是以色列人争战夺来的。
Jos 11:20 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
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
争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
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Jos 11:21 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
地、希伯仑、底璧、亚拿伯、犹大
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衲族
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
的城邑尽都毁灭。
Jos 11:22 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
一个亚衲族人．只在迦萨、迦特、
和亚实突有留下的。
Jos 11:23 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
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
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
平没有争战了。

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
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
边的全亚拉巴之地。
Jos 12:2 这二王、有住希实本亚摩
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
从亚嫩谷边的亚罗珥和谷中的
城、并基列一半、直到亚扪人的
境界、雅博河、
Jos 12:3 与约但河东边的亚拉巴、
直到基尼烈海、又到亚拉巴的海、
就是盐海、通伯耶西末的路、以
及南方、直到毗斯迦的山根．
Jos 12:4 又有巴珊王噩．他是利乏
音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录和
以得来。
Jos 12:5 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撒
迦、巴珊全地、直到基述人和玛
迦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
希实本王西宏的境界。
Jos 12:6 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
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
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
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为
业。
Jos 12:7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但
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
从利巴嫩平原的巴力迦得、直到
上西珥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
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
他们为业．
Jos 12:8 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
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
旷野、和南地。
Jos 12:9 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
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艾城王、

第十二章
Jos 12:1 以色列人在约但河外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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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13:3 从埃及前的西曷河往北、

是希伯仑王、
Jos 12:11 一个是耶末王、一个是拉
吉王、
Jos 12:12 一个是伊矶伦王、一个是
基色王、
Jos 12:13 一个是底璧王、一个是基
德王、
Jos 12:14 一个是何珥玛王、一个是
亚拉得王、
Jos 12:15 一个是立拿王、一个是亚
杜兰王、
Jos 12:16 一个是玛基大王、一个是
伯特利王、
Jos 12:17 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
希弗王、
Jos 12:18 一个是亚弗王、一个是拉
沙仑王、
Jos 12:19 一个是玛顿王、一个是夏
琐王、
Jos 12:20 一个是伸仑米仑王、一个
是押煞王、
Jos 12:21 一个是他纳王、一个是米
吉多王、
Jos 12:22 一个是基低斯王、一个是
靠近迦密的约念王、
Jos 12:23 一个是多珥山岗的多珥王、
一个是吉甲的戈印王、
Jos 12:24 一个是得撒王．共计三十
一个王。

直到以革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
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
管的迦萨人、亚实突人、亚实基
伦人、迦特人、以革伦人之地．
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
Jos 13:4 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
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
亚摩利人的境界．
Jos 13:5 还有迦巴勒人之地、并向
日出的全利巴嫩、就是从黑门山
根的巴力迦得、直到哈马口．
Jos 13:6 山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
嫩直到米斯利弗玛音、就是所有
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
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
业．
Jos 13:7 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
支派、和玛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Jos 13:8 玛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
迦得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
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但河
东所赐给他们的、
Jos 13:9 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珥和
谷中的城、并米底巴的全平原、
直到底本、
Jos 13:10 和在希实本作王亚摩利王
西宏的诸城、直到亚扪人的境界。
Jos 13:11 又有基列地、基述人、玛
迦人的地界．并黑门全山．巴珊
全地、直到撒迦、
Jos 13:12 又有巴珊王噩的全国．他
在亚斯他录和以得来作王、利乏
音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这些地
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

第十三章
Jos 13:1 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
多未得之地、
Jos 13:2 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
基述人的全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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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13:13 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

Jos 13:25 他们的境界、是雅谢和基

人、玛迦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
列中、直到今日。
Jos 13:14 只是利未支派、摩西〔原
文作他〕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
色列 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
应许他们的。
Jos 13:15 摩西按着流便支派的宗族、
分给他们产业．
Jos 13:16 他们的境界、是亚嫩谷边
的亚罗珥、和谷中的城、靠近米
底巴的全平原．
Jos 13:17 希实本并属希实本平原的
各城、底本、巴末巴力、伯巴力
勉、
Jos 13:18 雅杂、基底莫、米法押、
Jos 13:19 基列亭、西比玛、谷中山
的细列哈沙辖、
Jos 13:20 伯毗珥、毗斯迦山坡、伯
耶西末．
Jos 13:21 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
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希实本
作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
以未、利金、苏珥、户珥、利巴、
击杀了．这都是住那地属西宏为
首领的。
Jos 13:22 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
中、也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术士
巴兰。
Jos 13:23 流便人的境界、就是约但
河、与靠近约但河的地．以上是
流便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
城、并属城的村庄。
Jos 13:24 摩西按着迦得支派的宗族、
分给他们产业．

列的各城、并亚扪人的一半地、
直到拉巴前的亚罗珥。
Jos 13:26 从希实本、到拉抹米斯巴、
和比多宁、又从玛哈念、到底璧
的境界．
Jos 13:27 并谷中的伯亚兰、伯宁拉、
疏割、撒分、就是希实本王西宏
国中的余地．以及约但河与靠近
约但河的地、直到基尼烈海的极
边、都在约但河东．
Jos 13:28 以上是迦得人按着宗族所
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
Jos 13:29 摩西把产业分给玛拿西半
支派、是按着玛拿西半支派的宗
族所分的．
Jos 13:30 他们的境界、是从玛哈念
起、包括巴珊全地、就是巴珊王
噩的全国、并在巴珊、睚珥的一
切城邑、共六十个。
Jos 13:31 基列的一半、并亚斯他录、
以得来、就是属巴珊王噩国的二
城、是按着宗族给玛拿西的儿子
玛吉的一半子孙。
Jos 13:32 以上是摩西在约但河东对
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给他
们的产业。
Jos 13:33 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
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
华所应许他们的。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Jos 14:1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

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
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
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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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Jos 14:11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

Jos 14:2 是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

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
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
在还是如何．
Jos 14:12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
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
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Jos 14:13 于是约书亚为耶孚尼的儿
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仑给他为业。
Jos 14:14 所以希伯仑作了基尼洗族
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
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
Jos 14:15 希伯仑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亚巴是亚衲族中最尊大的人．于
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

的、把产业拈阄分给九个半支派。
14:10-11
Jos 14:3 原来摩西在约但河东、已
申 34:7
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
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
利未人．
Jos 14:4 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
支派、就是玛拿西、和以法莲、
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
他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
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
的财物。
Jos 14:5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
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
Jos 14:6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
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
迦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
低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
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
Jos 14:7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
低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
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
他．
Jos 14:8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
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
和华我的 神。
Jos 14:9 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
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
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
华我的 神。
Jos 14:10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
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
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
八十五岁了、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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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Jos 15:1 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拈阄所

得之地、是在尽南边、到以东的
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
Jos 15:2 他们的南界、是从盐海的
尽边、就是从朝南的海汊起、
Jos 15:3 通到亚克拉滨坡的南边、
接连到寻、上到加低斯巴尼亚的
南边、又过希斯仑、上到亚达珥、
绕到甲加、
Jos 15:4 接连到押们、通到埃及小
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他们
的南界。
Jos 15:5 东界、是从盐海南边到约
但河口。北界、是从约但河口的
海汊起、
Jos 15:6 上到伯曷拉、过伯亚拉巴
的北边、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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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给他为妻。
Jos 15:17 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
陀聂、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
儿押撒给他为妻。
Jos 15:18 押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
向他父亲求一块田、押撒一下驴、
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
Jos 15:19 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
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
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
他。
Jos 15:20 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
所得的产业。
Jos 15:21 犹大支派尽南边的城邑、
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就是甲薛、
以得、雅姑珥、
Jos 15:22 基拿、底摩拿、亚大达、
Jos 15:23 基低斯、夏琐、以提楠、
Jos 15:24 西弗、提炼、比亚绿、
Jos 15:25 夏琐哈大他、加略希斯仑、
（加略希斯仑、就是夏琐）
Jos 15:26 亚曼、示玛、摩拉大、
Jos 15:27 哈萨迦大、黑实门、伯帕
列、
Jos 15:28 哈萨书亚、别是巴、比斯
约他、
Jos 15:29 巴拉、以因、以森、
Jos 15:30 伊勒多腊、基失、何珥玛、
Jos 15:31 洗革拉、麦玛拿、三撒拿、
Jos 15:32 利巴勿、实忻、亚因、临门、
共二十九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33 在高原有以实陶、琐拉、
亚实拿、
Jos 15:34 撒挪亚、隐干宁、他普亚、
以楠、
Jos 15:35 耶末、亚杜兰、梭哥、亚西

Jos 15:7 从亚割谷往北、上到底璧、

直向河南亚都冥坡对面的吉甲．
又接连到隐示麦泉、直通到隐罗
结、
Jos 15:8 上到欣嫩子谷、贴近耶布
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
冷）又上到欣嫩谷西边的山顶、
就是在利乏音谷极北的边界．
Jos 15:9 又从山顶延到尼弗多亚的
水源、通到以弗仑山的城邑、又
延到巴拉、（巴拉就是基列耶
琳）
Jos 15:10 又从巴拉往西绕到西珥山、
接连到耶琳山的北边．（耶琳就
是基撒仑）又下到伯示麦过亭
纳、
Jos 15:11 通到以革伦北边、延到施
基仑、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雅
比聂、直通到海为止。
Jos 15:12 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
海之地、这是犹大人按着宗族所
得之地四围的交界。
Jos 15:13 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
亚巴、分给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亚巴是亚衲族的始祖．（基列亚
巴就是希伯仑）
Jos 15:14 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衲族
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希幔、
挞买．
Jos 15:15 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璧
的居民、这底璧从前名叫基列西
弗。
Jos 15:16 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
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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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Jos 15:55 又有玛云、迦密、西弗、淤

Jos 15:36 沙拉音、亚底他音、基底

他、

拉、基底罗他音、共十四座城、
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37 又有洗楠、哈大沙、麦大
迦得、
Jos 15:38 底连、米斯巴、约帖、
Jos 15:39 拉吉、波斯加、伊矶伦、
Jos 15:40 迦本、拉幔、基提利、
Jos 15:41 基低罗、伯大衮、拿玛、玛
基大、共十六座城、还有属城的
村庄。
Jos 15:42 又有立拿、以帖、亚珊、
Jos 15:43 益弗他、亚实拿、尼悉、
Jos 15:44 基伊拉、亚革悉、玛利沙、
共九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45 又有以革伦、和属以革伦
的镇市村庄．
Jos 15:46 从以革伦直到海、一切靠
近亚实突之地、并属其地的村庄。
Jos 15:47 亚实突、和属亚实突的镇
市村庄．迦萨、和属迦萨的镇市
村庄．直到埃及小河、并大海、
和靠近大海之地。
Jos 15:48 在山地有沙密、雅提珥、
梭哥、
Jos 15:49 大拿、基列萨拿（基列萨
拿就是底璧）
Jos 15:50 亚拿伯、以实提莫、亚念、
Jos 15:51 歌珊、何伦、基罗、共十一
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52 又有亚拉、度玛、以珊、
Jos 15:53 雅农、伯他普亚、亚非加、
Jos 15:54 宏他、基列亚巴（基列亚
巴就是希伯仑）洗珥、共九座城、
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56 耶斯列、约甸、撒挪亚、

His Faith

Jos 15:57 该隐、基比亚、亭纳、共十

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58 又有哈忽、伯夙、基突、
Jos 15:59 玛腊、伯亚诺、伊勒提君、
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60 又有基列巴力、（基列巴
力、就是基列耶琳）拉巴、共两
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61 在旷野有伯亚拉巴、密丁、
西迦迦、
Jos 15:62 匿珊、盐城、隐基底、共六
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5:63 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
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
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
人同住、直到今日。

第十六章
Jos 16:1 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

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但河起、以
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
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
利．
Jos 16:2 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
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绿、
Jos 16:3 又往西下到押利提人的境
界、到下伯和仑的境界、直到基
色、通到海为止．
Jos 16:4 约瑟的儿子玛拿西、以法
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
Jos 16:5 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着
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地
业的东界、是亚他绿亚达、到上
伯和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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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16:6 往西通到北边的密米他、

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叔
中、把产业分给他们。
Jos 17:5 除了约但河东的基列、和
巴珊地之外、还有十分地归玛拿
西．
Jos 17:6 因为玛拿西的孙女们、在
玛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基
列地是属玛拿西其余的子孙。
Jos 17:7 玛拿西的境界、从亚设起、
到示剑前的密米他、往北到隐他
普亚居民之地、
Jos 17:8 他普亚地归玛拿西．只是
玛拿西境界上的他普亚城、归以
法莲子孙。
Jos 17:9 其界下到加拿河的南边、
在玛拿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都
归以法莲．玛拿西的地界、是在
河北直通到海为止。
Jos 17:10 南归以法莲、北归玛拿西、
以海为界．北边到亚设、东边到
以萨迦．
Jos 17:11 玛拿西在以萨迦、和亚设
境内、有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市、
以伯莲和属以伯莲的镇市．多珥
的居民和属多珥的镇市．又有三
处山冈、就是隐多珥和属隐多珥
的镇市．他纳的居民、和属他纳
的镇市．米吉多的居民和属米吉
多的镇市．
Jos 17:12 只是玛拿西子孙、不能赶
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
在那地．
Jos 17:13 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
使迦南人作苦工、没有把他们全
然赶出。

又向东绕到他纳示罗、又接连到
雅挪哈的东边、
Jos 16:7 从雅挪哈下到亚他绿、又
到拿拉、达到耶利哥、通到约但
河为止．
Jos 16:8 从他普亚往西、到加拿河、
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以法莲支
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
Jos 16:9 另外在玛拿西人地业中、
得了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
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
Jos 16:10 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
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
间、成为作苦工的仆人、直到今
日。

第十七章
Jos 17:1 玛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

的支派拈阄所得之地、记在下面、
至于玛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父
或作主〕玛吉、因为是勇士、就得
了基列和巴珊．
Jos 17:2 玛拿西其余的子孙、按着
宗族拈阄分地、就是亚比以谢子
孙、希勒子孙、亚斯列子孙、示
剑子孙、希弗子孙、示米大子孙．
这些按着宗族、都是约瑟儿子玛
拿西子孙的男丁。
Jos 17:3 玛拿西的元孙、玛吉的曾
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西
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他的女儿名叫玛拉、挪阿、曷拉、
密迦、得撒、
Jos 17:4 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
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
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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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
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
Jos 18:6 你们要将地分作七分、写
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
华我们 神面前、为你们拈阄。
Jos 18:7 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分、
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
他们的产业。迦得支派、流便支
派、和玛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
但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
人摩西所给他们的。
Jos 18:8 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
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
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
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
为你们拈阄。
Jos 18:9 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
着城邑分作七分、写在册子上、
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
Jos 18:10 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
前、为他们拈阄．约书亚在那里
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
他们。
Jos 18:11 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拈
阄所得之地、是在犹大、约瑟子
孙中间．
Jos 18:12 他们的北界、是从约但河
起、往上贴近耶利哥的北边、又
往西通过山地、直到伯亚文的旷
野。
Jos 18:13 从那里往南接连到路斯、
贴近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
又下到亚他绿亚达、靠近下伯和
仑南边的山．
Jos 18:14 从那里往西、又转向南、
从伯和仑南对面的山、直达到犹

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与我们、
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
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
Jos 17:15 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
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
以上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之地、
在树林中砍伐树木。
Jos 17:16 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
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
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市、并
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
Jos 17:17 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
法莲和玛拿西人、说、你是族大
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阄
之地．
Jos 17:18 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
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
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
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第十八章
Jos 18:1 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

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
已经被他们制伏了。
Jos 18:2 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
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
Jos 18:3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
和华你们列祖的 神所赐给你
们的地、你们耽延不去得、要到
几时呢．
Jos 18:4 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
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
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
业写明．〔或作画图〕就回到我这
里来。
Jos 18:5 他们要将地分作七分．犹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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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的城基列巴力、（基列巴力
就是基列耶琳）这是西界。
Jos 18:15 南界、是从基列耶琳的尽
边起、往西达到尼弗多亚的水源．
Jos 18:16 又下到欣嫩子谷对面山的
尽边、就是利乏音谷北边的山．
又下到欣嫩谷、贴近耶布斯的南
边、又下到隐罗结．
Jos 18:17 又往北通到隐示麦、达到
亚都冥坡对面的基利绿、又下到
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
Jos 18:18 又接连到亚拉巴对面、往
北下到亚拉巴．
Jos 18:19 又接连到伯曷拉的北边、
直通到盐海的北汊、就是约但河
的南头、这是南界。
Jos 18:20 东界是约但河．这是便雅
悯人按着宗族照他们四围的交
界、所得的地业。
Jos 18:21 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所得
的城邑、就是耶利哥、伯曷拉、
伊麦基悉、
Jos 18:22 伯亚拉巴、洗玛脸、伯特
利、
Jos 18:23 亚文、巴拉、俄弗拉、
Jos 18:24 基法阿摩尼、俄弗尼、迦
巴、共十二座城、还有属城的村
庄．
Jos 18:25 又有基遍、拉玛、比录、
Jos 18:26 米斯巴、基非拉、摩撒、
Jos 18:27 利坚、伊利毗勒、他拉拉、
Jos 18:28 洗拉、以利弗、耶布斯、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基比
亚、基列、共十四座城、还有属
城的村庄．这是便雅悯人按着宗
族所得的地业。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Jos 19:1 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

族、拈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
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
Jos 19:2 他们所得为业之地、就是
别是巴、（或名示巴）摩拉大、
Jos 19:3 哈萨书亚、巴拉、以森、
Jos 19:4 伊利多拉、比土力、何珥玛、
Jos 19:5 洗革拉、伯玛加博、哈萨苏
撒、
Jos 19:6 伯利巴勿、沙鲁险、共十三
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9:7 又有亚因、利门、以帖、亚
珊、共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9:8 并有这些城邑四围一切的
村庄、直到巴拉比珥就是南地的
拉玛、这是西缅支派按着宗族所
得的地业。
Jos 19:9 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
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
分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
业中、得了地业。
Jos 19:10 为西布伦人、按着宗族、
拈出第三阄．他们地业的境界、
是到撒立．
Jos 19:11 往西上到玛拉拉、达到大
巴设、又达到约念前的河．
Jos 19:12 又从撒立往东转向日出之
地、到吉斯绿他泊的境界、又通
到大比拉、上到雅非亚。
Jos 19:13 从那里往东、接连到迦特
希弗、至以特加汛、通到临门、
临门延到尼亚、
Jos 19:14 又绕过尼亚的北边、转到
哈拿顿、通到伊弗他伊勒谷．
Jos 19:15 还有加他、拿哈拉、伸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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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拉、伯利恒、共十二座城、
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9:16 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
19:18*
就是西布伦人按着宗族所得的 王上 1:3
地业。
Jos 19:17 为以萨迦人、按着宗族、
拈出第四阄．
Jos 19:18 他们的境界、是到耶斯列、
基苏律、书念*、
Jos 19:19 哈弗连、示按、亚拿哈拉、
Jos 19:20 拉璧、基善、亚别、
Jos 19:21 利篾、隐干宁、隐哈大、伯
帕薛、
Jos 19:22 又达到他泊、沙哈洗玛、
伯示麦、直通到约但河为止、共
十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9:23 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
是以萨迦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
地业。
Jos 19:24 为亚设支派、按着宗族、
拈出第五阄．
Jos 19:25 他们的境界、是黑甲、哈
利、比田、押煞、
Jos 19:26 亚拉米勒、亚末、米沙勒．
往西达到迦密、又到希曷立纳、
Jos 19:27 转向日出之地、到伯大衮、
达到细步纶、往北到伊弗他伊勒
谷、到伯以墨、和尼业、也通到
迦步勒的左边．
Jos 19:28 又到义伯仑、利合、哈们、
加拿、直到西顿大城．
Jos 19:29 转到拉玛、和坚固城推罗．
又转到何萨、靠近亚革悉一带地
方、直通到海．
Jos 19:30 又有乌玛、亚弗、利合、共
二十二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
His Faith

279

Jos 19:31 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

就是亚设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
地业。
Jos 19:32 为拿弗他利人、按着宗族、
拈出第六阄．
Jos 19:33 他们的境界、是从希利弗、
从撒拿音的橡树、从亚大米尼吉
和雅比聂、直到拉共、通到约但
河．
Jos 19:34 又转向西到亚斯纳他泊、
从那里通到户割、南边到西布伦、
西边到亚设、又向日出之地、达
到约但河那里的犹大．
Jos 19:35 坚固的城、就是西丁、侧
耳、哈末、拉甲、基尼烈、
Jos 19:36 亚大玛、拉玛、夏琐、
Jos 19:37 基低斯、以得来、隐夏琐、
Jos 19:38 以利稳、密大伊勒、和琏、
伯亚纳、伯示麦、共十九座城、
还有属城的村庄．
Jos 19:39 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
就是拿弗他利支派按着宗族所
得的地业。
Jos 19:40 为但支派、按着宗族、拈
出第七阄．
Jos 19:41 他们地业的境界、是琐拉、
以实陶、伊珥示麦、
Jos 19:42 沙拉宾、亚雅仑、伊提拉、
Jos 19:43 以伦亭拿他、以革伦、
Jos 19:44 伊利提基、基比顿、巴拉、
Jos 19:45 伊胡得、比尼比拉、迦特
临门、
Jos 19:46 美耶昆、拉昆、并约帕对
面的地界。
Jos 19:47 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
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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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
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
将利善改名为但．
Jos 19:48 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
就是但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
业。
Jos 19:49 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
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
儿子约书亚为业．
Jos 19:50 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
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
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
那城、住在其中。
Jos 19:51 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
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
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
和华面前、拈阄所分的地业．这
样、他们把地分完了。

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
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
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Jos 20:7 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
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低斯、在
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
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
就是希伯仑）
Jos 20:8 又在约但河外耶利哥东、
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
设立比悉．从迦得支派中、设立
基列的拉末．从玛拿西支派中、
设立巴珊的哥兰．
Jos 20:9 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
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
的地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
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
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Jos 20:1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Jos 21:1 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

Jos 20:2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

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
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
前．
Jos 21:2 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
从前耶和华藉着摩西吩咐给我
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
以牧养我们的牲畜。
Jos 21:3 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
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
下所记的城邑、和城邑的郊野、
给了利未人。
Jos 21:4 为哥辖族拈阄、利未人的
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
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
按阄得了十三座城。
Jos 21:5 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

要照着我藉摩西所晓谕你们的、
为自己设立逃城．
Jos 20:3 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
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你们
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
Jos 20:4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
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
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
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
他住在他们中间。
Jos 20:5 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
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
了人的．
Jos 20:6 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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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支派、但支派、玛拿西半支派
的地业中、按阄得了十座城。
Jos 21:6 革顺的子孙、从以萨迦支
派、亚设支派、拿弗他利支派、
住巴珊的玛拿西半支派的地业
中、按阄得了十三座城。
Jos 21:7 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
从流便支派、迦得支派、西布伦
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十二座
城。
Jos 21:8 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藉摩
西所吩咐的、将这些城邑、和城
邑的郊野、按阄分给利未人。
Jos 21:9-10 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
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城、给
了利未支派哥辖宗族亚伦的子
孙．因为给他们拈出头一阄、
Jos 21:11 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
和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
是亚衲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
是希伯仑）
Jos 21:12 惟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
给了耶孚尼的儿子迦勒为业。
Jos 21:13 以色列人将希伯仑、就是
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
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
立拿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14 雅提珥和属城的郊野．以
实提莫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15 何仑和属城的郊野．底璧
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16 亚因和属城的郊野．淤他
和属城的郊野．伯示麦和属城的
郊野．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二支
派中分出来的。
Jos 21:17 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
His Faith

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的郊野．迦
巴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18 亚拿突和属城的郊野、亚
勒们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19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共有
十三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
Jos 21:20 利未支派中哥辖的宗族、
就是哥辖其余的子孙、拈阄所得
的城、有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
的．
Jos 21:21 以色列人将以法莲山地的
示剑、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
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
基色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22 基伯先和属城的郊野．伯
和仑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23 又从但支派的地业中、给
了他们伊利提基和属城的郊野．
基比顿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24 亚雅仑和属城的郊野．迦
特临门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25 又从玛拿西半支派的地业
中、给了他们他纳和属城的郊野．
迦特临门和属城的郊野．共两座
城。
Jos 21:26 哥辖其余的子孙、共有十
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
Jos 21:27 以色列人又从玛拿西半支
派的地业中、将巴珊的哥兰、就
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
给了利未支派革顺的子孙．又给
他们比施提拉和属城的郊野．共
两座城。
Jos 21:28 又从以萨迦支派的地业中、
给了他们基善和属城的郊野．大
比拉和属城的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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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21:29 耶末和属城的郊野．隐干

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并有
属城的郊野．
Jos 21:42 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
野．城城都是如此。
Jos 21:43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
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
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
在其中。
Jos 21:44 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
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
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
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
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Jos 21:45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
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
验了。

宁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30 又从亚设支派的地业中、
给了他们米沙勒和属城的郊野．
押顿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31 黑甲和属城的郊野．利合
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32 又从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业
中、将加利利的基低斯、就是误
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
了他们．又给他们哈末多珥和属
城的郊野．加珥坦和属城的郊野．
共三座城。
Jos 21:33 革顺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城、
共十三座、还有属城的郊野。
Jos 21:34 其余利未支派米拉利子孙、
从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
就是约念和属城的郊野．加珥他
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35 丁拿和属城的郊野．拿哈
拉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36 又从流便支派的地业中、
给了他们比悉和属城的郊野．雅
杂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37 基底莫和属城的郊野．米
法押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38 又从迦得支派的地业中、
将基列的拉末、就是误杀人的逃
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
又给他们玛哈念和属城的郊野．
Jos 21:39 希实本和属城的郊野．雅
谢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
Jos 21:40 其余利未支派的人、就是
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拈阄所
得的、共十二座城。
Jos 21:41 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Jos 22:1 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

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来、
Jos 22:2 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
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
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
了．
Jos 22:3 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
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
守了耶和华你们 神所吩咐你
们当守的．
Jos 22:4 如今耶和华你们
神照着
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
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棚、
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但河
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
Jos 22:5 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
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
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 神．行
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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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尽心尽性事奉他。
Jos 22:6 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
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
棚去了。
Jos 22:7 玛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
已在巴珊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
派、约书亚在约但河西、在他们
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
打发他们回帐棚的时候、为他们
祝福．
Jos 22:8 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
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
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棚去．
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
们众弟兄同分。
Jos 22:9 于是流便人、迦得人、玛拿
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
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
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
藉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
Jos 22:10 流便人、迦得人、和玛拿
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但河
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但河那里、
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
Jos 22:11 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迦
得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
约但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
的那边筑了一座坛．
Jos 22:12 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
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
Jos 22:13 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
撒的儿子非尼哈、往基列地去见
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半支派
的人。
Jos 22:14 又打发十个首领与非尼哈
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
His Faith

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Jos 22:15 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
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
人、对他们说、
Jos 22:16 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
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
以色列的 神、为自己筑一座坛、
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
呢．
Jos 22:17 从前拜毗珥的罪孽还算小
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
Jos 22:18 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
和华么．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
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
Jos 22:19 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
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
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
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
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
和华我们 神的坛以外为自己
筑坛。
Jos 22:20 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
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
有忿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么．那
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
Jos 22:21 于是流便人、迦得人、玛
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
中的统领说、
Jos 22:22 大能者
神耶和华。大能
者 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
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
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
你今日不保佑我们）
Jos 22:23 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
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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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
讨我们的罪。
Jos 22:24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
特意作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
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
和华以色列的 神、有何关涉呢．
Jos 22:25 因为耶和华把约但河定为
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迦得人的
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
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
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
Jos 22:26 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
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
是为献别的祭、
Jos 22:27 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
后人中间作证据．好叫我们也在
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
别的祭事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
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
和华无分了。
Jos 22:28 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
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
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
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
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作你我中间
的证据。
Jos 22:29 我们在耶和华我们
神帐
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
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
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
们断没有这个意思。
Jos 22:30 祭司非尼哈与会中的首领、
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
领、听见流便人、迦得人、玛拿
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二十三章

Jos 22:31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

哈、对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
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
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
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
耶和华的手了。
Jos 22:32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
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迦得
人、从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
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
们。
Jos 22:33 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
称颂 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
人、迦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
了。
Jos 22:34 流便人、迦得人、给坛起
名叫证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
中间证明耶和华是 神。

第二十三章
Jos 23:1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

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已经
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
Jos 23:2 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
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
Jos 23:3 耶和华你们的
神、因你
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
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
们争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Jos 23:4 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
从约但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
我已经拈阄分给你们各支派为
业．
Jos 23:5 耶和华你们的
神必将他
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
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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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 神所应
许的。
Jos 23:6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
24:2*
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 创 11:28
拉 5:12
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但 1:1-4
Jos 23:7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
这些国民搀杂．他们的神、你们
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
也不可事奉、叩拜．
Jos 23:8 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
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 神。
Jos 23:9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
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
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
立得住。
Jos 23:10 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
耶和华你们的 神照他所应许
的为你们争战。
Jos 23:11 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
华你们的 神。
Jos 23:12 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
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
此结亲、互相往来、
Jos 23:13 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
你们的 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
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
的网罗、机槛、肋上的鞭、眼中
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
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Jos 23:14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
你们 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
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
们身上了。
Jos 23:15 耶和华你们
神所应许的
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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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
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
华你们 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
灭。
Jos 23:16 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
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事奉别
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
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
美地上速速灭亡。

第二十四章
Jos 24:1 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

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
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
就站在 神面前．
Jos 24:2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
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古时你们
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
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事
奉别神．
Jos 24:3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
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
撒赐给他．
Jos 24:4 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
将西珥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
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
Jos 24:5 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
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
后把你们领出来．
Jos 24:6 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
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
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
Jos 24:7 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
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
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
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
约书亚记 (书) Jos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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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
Jos 24:8 我领你们到约但河东、亚
24:14
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争 书 24:2
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 24:19*
可 10:27
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 约 12:39
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
Jos 24:9 那时摩押王西拨的儿子巴
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
召了比珥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
们．
Jos 24:10 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
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
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
Jos 24:11 你们过了约但河、到了耶
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
利洗人、迦南人、赫人、革迦撒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与你
们争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Jos 24:12 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
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
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
用你的弓。
Jos 24:13 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
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
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
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
橄榄园的果子。
Jos 24:14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信实完全地a事奉他．将你们列
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
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华．
Jos 24:15 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
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
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
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

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Jos 24:16 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
离弃耶和华去事奉别神．
Jos 24:17 因耶和华我们的
神、曾
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
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
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
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
们。
Jos 24:18 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
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
以我们必事奉耶和华、因为他是
我们的 神。
Jos 24:19 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
能b*事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
的 神、是忌邪的 神、必不赦
免你们的过犯罪恶．
Jos 24:20 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事奉
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
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
Jos 24:21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
我们定要事奉耶和华。
Jos 24:22 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
定耶和华要事奉他、你们自己作
见证罢。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见
证。
Jos 24:23 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
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Jos 24:24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
必事奉耶和华我们的 神、听从
他的话。
Jos 24:25 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
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

a Jos 24:14 信实完全地
作诚心实意地

b Jos 24:19 你们不能 Wlk=Wt aO 原文或作你们没
有能力

tm#a$b#W <ym!t*B= 和合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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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24:26 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

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
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
Jos 24:27 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
这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见证．因为
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
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
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作见证
〔倘或云云或作所以要向你们作见证
免得你们背弃耶和华你们的 神〕
Jos 24:28 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

自己的地业去了。
Jos 24:29 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
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一百一十
岁就死了。
Jos 24:30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
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
拿西拉在迦实山的北边。
Jos 24:31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
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以色列人事奉耶和华。
Jos 24:32 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
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
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
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
地里．这就作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Jos 24:33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
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非尼哈以
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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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

(士) Jug

第一章
Jug 1:1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

1:1
求问:

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 民 27:21
撒上
22:10
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争战。
撒下 2:1
Jug 1:2 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Jug 1:3 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
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
南人争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
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
去。
Jug 1:4 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
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
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
Jug 1:5 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
与他争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
人。
Jug 1:6 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
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
Jug 1:7 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
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
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
在 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
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
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
Jug 1:8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
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
放火烧城。
Jug 1:9 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
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争战。
Jug 1:10 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仑的
迦南人、杀了示筛、亚希幔、挞
买．希伯仑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Jug 1:11 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璧的
士师记 (士) Jug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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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底璧从前名叫基列西弗。
Jug 1:12 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
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
撒给他为妻。
Jug 1:13 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
陀聂、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
儿押撒给他为妻。
Jug 1:14 押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
向他父亲求一块田．押撒一下驴、
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
Jug 1:15 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
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
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Jug 1:16 摩西的内兄〔或作岳父〕是
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
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得以南的犹
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
Jug 1:17 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
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尽
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玛。
Jug 1:18 犹大又取了迦萨和迦萨的
四境、亚实基伦和亚实基伦的四
境、以革伦和以革伦的四境。
Jug 1:19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
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
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
Jug 1:20 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
将希伯仑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
里赶出亚衲族的三个族长。
Jug 1:21 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
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
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
今日。
Jug 1:22 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
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Jug 1:23 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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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
Jug 1:24 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
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
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
Jug 1:25 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
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
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
Jug 1:26 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
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
今还叫这名。
Jug 1:27 玛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
伯善乡村的居民、他纳和属他纳
乡村的居民、多珥和属多珥乡村
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
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
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
地方。
Jug 1:28 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
迦南人作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
赶出。
Jug 1:29 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
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
在以法莲中间。
Jug 1:30 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
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
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
的人。
Jug 1:31 亚设没有赶出亚柯和西顿
的居民、亚黑拉和亚革悉的居民、
黑巴、亚弗革与利合的居民．
Jug 1:32 于是亚设因为没有赶出那
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
Jug 1:33 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示麦
和伯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
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
伯示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
His Faith

苦的人。
Jug 1:34 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
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
Jug 1:35 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希烈
山和亚雅伦、并沙宾、然而约瑟
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
人。
Jug 1:36 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
克拉滨坡、从西拉而上。

第二章
Jug 2:1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

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
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
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
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Jug 2:2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
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
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
呢。
Jug 2:3 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
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作你们
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
们的网罗。
Jug 2:4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
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
哭。
Jug 2:5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
耶和华献祭。
Jug 2:6 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
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
业、占据地土。
Jug 2:7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
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
事奉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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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 2:8 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

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
Jug 2:19 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
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事
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
行。
Jug 2:20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
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
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
我的话、
Jug 2:21 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
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
赶出．
Jug 2:22 为要藉此试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
我的道不肯。
Jug 2:23 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
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
书亚的手。

书亚、正一百一十岁就死了。
Jug 2:9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
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
拿希烈、在迦实山的北边。
Jug 2:10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
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
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Jug 2:11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去事奉诸巴力．
Jug 2:12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去叩
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
耶和华发怒。
Jug 2:13 并离弃耶和华、去事奉巴
力和亚斯他录。
Jug 2:14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
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
人手中．又将他们付与四围仇敌
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
不能站立得住。
Jug 2:15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
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
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
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
Jug 2:16 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
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Jug 2:17 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
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
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
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Jug 2:18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
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
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
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
士师记 (士) Jug 第三章

第三章
Jug 3:1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

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之事
的以色列人．
Jug 3:2 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
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
Jug 3:3 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
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
并住利巴嫩山的希未人、从巴力
黑们山、直到哈马口。
Jug 3:4 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
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藉
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
Jug 3:5 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
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中间、
Jug 3:6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
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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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神。
Jug 3:7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
神、去事奉诸巴力和亚舍拉。
Jug 3:8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
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所波
大米王古珊利萨田的手中．以色
列人服事古珊利萨田八年。
Jug 3:9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
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
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基
纳斯的儿子俄陀聂。
Jug 3:10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争
战．耶和华将米所波大米王古珊
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
珊利萨田。
Jug 3:11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
纳斯的儿子俄陀聂死了。
Jug 3:12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
伊矶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
Jug 3:13 伊矶伦招聚亚扪人和亚玛
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
树城。
Jug 3:14 于是以色列人服事摩押王
伊矶伦十八年。
Jug 3:15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
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
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
以笏、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
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矶伦。
Jug 3:16 以笏打了一把两刃的剑、
长一肘、带在右腿上衣服里面。
Jug 3:17 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矶
伦、原来伊矶伦极其肥胖。
His Faith

Jug 3:18 以笏献完礼物、便将抬礼

物的人打发走了。
Jug 3:19 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
地回来、说、王阿、我有一件机
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罢．于
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
Jug 3:20 以笏来到王面前．王独自
一人坐在凉楼上。以笏说、我奉
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
位上站起来。
Jug 3:21 以笏便伸左手、从右腿上
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
Jug 3:22 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
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
出来、且穿通了后身。
Jug 3:23 以笏就出到游廊、将楼门
尽都关锁。
Jug 3:24 以笏出来之后、王的仆人
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
必是在楼上大解。
Jug 3:25 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
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
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
Jug 3:26 他们耽延的时候以笏就逃
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
拉。
Jug 3:27 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
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
他在前头引路、
Jug 3:28 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
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
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
着他下去、把守约但河的渡口、
不容摩押一人过去。
Jug 3:29 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
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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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脱。
Jug 3:30 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
制伏了。国中太平八十年。
Jug 3:31 以笏之后、有亚拿的儿子
珊迦、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
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
与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
Jug 4:10 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
弗他利人到基低斯．跟他上去的
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
Jug 4:11 摩西岳父〔或作内兄〕何巴
的后裔基尼人希百、曾离开基尼
族、到靠近基低斯撒拿音的橡树
旁、支搭帐棚。
Jug 4:12 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
挪庵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泊山
了。
Jug 4:13 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
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
邦人的夏罗设出来、到了基顺河。
Jug 4:14 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
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
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
头行么．于是巴拉下了他泊山．
跟随他有一万人。
Jug 4:15 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
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
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
Jug 4:16 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
外邦人的夏罗设．西西拉的全军、
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
Jug 4:17 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
了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的帐棚．
因为夏琐王耶宾与基尼人希百
家和好。
Jug 4:18 雅亿出来迎接西西拉、对
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
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棚．雅亿用
被将他遮盖。
Jug 4:19 西西拉对雅亿说、我渴了．
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亿就打开

第四章
Jug 4:1 以笏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

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Jug 4:2 耶和华就把他们付与在夏
琐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
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
罗设。
Jug 4:3 耶宾王有铁车九百辆．他大
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
人就呼求耶和华。
Jug 4:4 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
是拉比多的妻、当时作以色列的
士师。
Jug 4:5 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
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
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
Jug 4:6 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
低斯、将亚比挪庵的儿子巴拉召
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
利和西布伦人、上他泊山去。
Jug 4:7 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
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
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
中。
Jug 4:8 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
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Jug 4:9 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
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
士师记 (士) Jug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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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袋、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
盖。
Jug 4:20 西西拉又对雅亿说、请你
5:6*
站在帐棚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赛 35:8
赛 40:3
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 太 22:9
启 21:24
Jug 4:21 西西拉疲乏沉睡．希百的
妻雅亿、取了帐棚的橛子、手里
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
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
里．西西拉就死了。
Jug 4:22 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
雅亿出来迎接他说、来罢、我将
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
帐棚、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
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
Jug 4:23 这样、 神使迦南王耶宾、
被以色列人制伏了。
Jug 4:24 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
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
他灭绝了。

第五章
Jug 5:1 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庵的

儿子巴拉作歌、说、
Jug 5:2 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
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
颂赞耶和华。
Jug 5:3 君王阿、要听．王子阿、要
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Jug 5:4 耶和华阿、你从西珥出来、
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
云也落雨。
Jug 5:5 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
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
面、也是如此。
Jug 5:6 在亚拿之子珊迦的时候、又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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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亿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
都是绕道而行。
Jug 5:7 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
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作以色
列的母。
Jug 5:8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争战的
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
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
Jug 5:9 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
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
当颂赞耶和华。
Jug 5:10 骑白驴的、坐绣花毯子的、
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
Jug 5:11 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
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
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
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
Jug 5:12 底波拉阿、兴起、兴起、你
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庵
的儿子巴拉阿、你当奋兴、掳掠
你的敌人。
Jug 5:13 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
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
攻击勇士。
Jug 5:14 有根本在亚玛力人的地、
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
跟随你．有掌权的从玛吉下来．
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
来。
Jug 5:15 以萨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
来．以萨迦怎样、巴拉也怎样．
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
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
Jug 5:16 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
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
旁有心中设大谋的。
士师记 (士) Jug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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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 5:17 基列人安居在约但河外．

Jug 5:30 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

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设人在海
口静坐、在港口安居．
Jug 5:18 西布伦人是拚命敢死的、
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
如此。
Jug 5:19 君王都来争战．那时迦南
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纳争战．
却未得掳掠银钱。
Jug 5:20 星宿从天上争战、从其轨
道攻击西西拉。
Jug 5:21 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
的灵阿、应当努力前行。
Jug 5:22 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
Jug 5:23 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
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
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
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
Jug 5:24 愿基尼人希百的妻雅亿、
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棚的
妇人更蒙福祉。
Jug 5:25 西西拉求水、雅亿给他奶
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
Jug 5:26 雅亿左手拿着帐棚的橛子、
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
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
破穿通。
Jug 5:27 西西拉在他脚前曲身仆倒、
在他脚前曲身倒卧．在那里曲身、
就在那里死亡。
Jug 5:28 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
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
的战车、为何耽延不来呢。他的
车轮、为何行得慢呢。
Jug 5:29 聪明的宫女安慰他〔原文
作回答他〕、他也自言自语的说、

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
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
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
之人颈项上的。
Jug 5:31 耶和华阿、愿你的仇敌、都
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
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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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Jug 6:1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
在米甸人手里七年。
Jug 6:2 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
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
挖洞、建造营寨。
Jug 6:3 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
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
来攻打他们、
Jug 6:4 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
直到迦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
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Jug 6:5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棚
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
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
Jug 6:6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
Jug 6:7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呼求耶和华、
Jug 6:8 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
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曾领你
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
Jug 6:9 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
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
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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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赐给你们．
Jug 6:19 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
Jug 6:10 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
用一伊法细面作了无酵饼、将肉
你们的 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 6:21
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
创 15:17
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 利 9:24 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
代下 7:1
竟不听从我的话。
Jug 6:20
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
6:22
Jug 6:11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
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
觌:音笛意
面对面
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
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
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
Jug 6:21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
醡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
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
Jug 6:12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
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
对他说、大能的勇士阿、耶和华
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与你同在。
Jug 6:22 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Jug 6:13 基甸说、主阿、耶和华若与
就说、哀哉、主耶和华阿、我不
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
好了、因为我觌面看见耶和华的
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
使者。
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么．他
Jug 6:23 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
那样奇妙的作为在那里呢．现在
要惧怕、你必不至死。
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
Jug 6:24 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
人手里。
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Jug 6:14 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
〔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
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
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
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
今。
么。
Jug 6:25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
Jug 6:15 基甸说、主阿、我有何能拯
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或作
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
和〕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
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
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
是至微小的。
旁的木偶。
Jug 6:16 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
Jug 6:26 在这磐石〔原文作保障〕上、
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
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 神
一人一样。
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
Jug 6:17 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
用你所砍下的木偶作柴。
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
Jug 6:27 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
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
Jug 6:18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
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
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
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
主说、我必等你回来。
Jug 6:28 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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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
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
Jug 6:29 就彼此说、这事是谁作的
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作的。
Jug 6:30 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将
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
他拆毁了巴力的坛、砍下坛旁的
木偶。
Jug 6:31 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
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力争论么．
你们要救他么．谁为他争论、趁
早将谁治死．巴力若果是神、有
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
罢。
Jug 6:32 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
巴力、意思说、他拆毁巴力的坛、
让巴力与他争论。
Jug 6:33 那时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
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
原安营。
Jug 6:34 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
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
随他。
Jug 6:35 他打发人走遍玛拿西地、
玛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
人去见亚设人、西布伦人、拿弗
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
合。
Jug 6:36 基甸对
神说、你若果照
着所说的话、藉我手拯救以色列
人、
Jug 6:37 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
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
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
着所说的话、藉我手拯救以色列
士师记 (士) Jug 第七章

人。
Jug 6:38 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

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
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
Jug 6:39 基甸又对
神说、求你不
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
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
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Jug 6:40 这夜
神也如此行．独羊
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第七章
Jug 7:1 耶路巴力、就是基甸、他和

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
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
的平原、靠近摩利冈。
Jug 7:2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
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
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
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Jug 7:3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
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
回去．于是有二万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万。
Jug 7:4 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
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
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
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
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
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
Jug 7:5 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
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餂水、
像狗餂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
一处。
Jug 7:6 于是用手捧着餂水的有三
百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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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 7:7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

Jug 7:17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

餂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
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
以各归各处去。
Jug 7:8 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角．
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
们各归各的帐棚、只留下这三百
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
Jug 7:9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
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Jug 7:10 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
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
Jug 7:11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
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
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
Jug 7:12 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
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
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
海边的沙。
Jug 7:13 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
梦告诉同伴说、我作了一梦、梦
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
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
转倾覆了。
Jug 7:14 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
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
的刀． 神已将米甸、和全军、
都交在他的手中。
Jug 7:15 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
解、就敬拜 神、回到以色列营
中、说、起来罢．耶和华已将米
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Jug 7:16 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
队、把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里、
瓶内都藏着火把．

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
你们也要怎样行。
Jug 7:18 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
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
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Jug 7:19 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
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
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
Jug 7:20 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
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
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Jug 7:21 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
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
呐喊、使他们逃跑。
Jug 7:22 三百人就吹角．耶和华使
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
利拉的伯哈示他、直逃到靠近他
巴的亚伯米何拉。
Jug 7:23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
亚设、和玛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
米甸人。
Jug 7:24 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
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
争先把守约但河的渡口、直到伯
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
把守约但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
Jug 7:25 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一名俄立、一名西伊伯．将俄立
杀在俄立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
西伊伯酒醡那里、又追赶米甸人、
将俄立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
但河、到基甸那里。

第八章
Jug 8:1 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

米甸人争战、没有招我们同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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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
基甸大大地争吵。
Jug 8:2 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
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
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
摘的葡萄么。
Jug 8:3
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
领、俄立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
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
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
的怒气就消了。
Jug 8:4 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
约但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
赶。
Jug 8:5 基甸对疏割人说、求你们拿
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
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
王西巴和撒慕拿。
Jug 8:6 疏割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
和撒慕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
们将饼给你的军兵么．
Jug 8:7 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
慕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
的荆条和枳棘打伤你们。
Jug 8:8 基甸从那里上到毗努伊勒、
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毗努伊
勒人也与疏割人回答他的话一
样。
Jug 8:9 他向毗努伊勒人说、我平平
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
Jug 8:10 那时西巴和撒慕拿、并跟
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各、约有一
万五千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
下的．已经被杀约有十二万拿刀
的。
Jug 8:11 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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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从住帐棚人的路上去、杀败
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
无惧。
Jug 8:12 西巴和撒慕拿逃跑．基甸
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
和撒慕拿、惊散全军。
Jug 8:13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希
列斯坡从阵上回来、
Jug 8:14 捉住疏割的一个少年人、
问他疏割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
将首领长老七十七个人的名字
写出来。
Jug 8:15 基甸到了疏割、对那里的
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
和撒慕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
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么．现
在西巴和撒慕拿在这里。
Jug 8:16 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
用野地的荆条和枳棘责打〔原文
作指教〕疏割人。
Jug 8:17 又拆了毗努伊勒的楼、杀
了那城里的人。
Jug 8:18 基甸问西巴和撒慕拿说、
你们在他泊山所杀的人是什么
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各
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Jug 8:19 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
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
如今就不杀你们了。
Jug 8:20 于是对他的长子益帖说、
你起来杀他们。但益帖因为是童
子、害怕、不敢拔刀。
Jug 8:21 西巴和撒慕拿说、你自己
起来杀我们罢．因为人如何、力
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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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巴和撒慕拿、夺获他们骆驼项
上戴的月牙圈。
Jug 8:22 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
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
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Jug 8:23 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
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
华管理你们。
Jug 8:24 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
件事求你们．请你们各人将所夺
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
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
Jug 8:25 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
铺开一件外衣、各人将所夺的耳
环丢在其上。
Jug 8:26 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
重一千七百舍客勒金子．此外还
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
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
金链子。
Jug 8:27 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
得、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
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淫．这
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Jug 8:28 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
制伏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
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
Jug 8:29 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力回
去、住在自己家里。
Jug 8:30 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Jug 8:31 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
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
亚比米勒。
Jug 8:32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
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
His Faith

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
Jug 8:33 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
随从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
土为他们的神。
Jug 8:34 以色列人不记念耶和华他
们的 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
围仇敌之手的．
Jug 8:35 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
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
的家。

第九章
Jug 9:1 耶路巴力的儿子亚比米勒、

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
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
Jug 9:2 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
耶路巴力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
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
呢．你们又要记念我是你们的骨
肉。
Jug 9:3 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
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
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
是我们的弟兄。
Jug 9:4 就从巴力比利土的庙中、取
了七十舍客勒银子给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
他。
Jug 9:5 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
将他弟兄耶路巴力的众子七十
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
耶路巴力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
躲藏了。
Jug 9:6 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
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
立亚比米勒为王。
Jug 9:7 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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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
声喊叫、说、示剑人哪、你们要
听我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Jug 9:8 有一时树木要膏一树为王、
9:20
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 赛 47:14
9:23
你作我们的王。
撒上
Jug 9:9 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 16:14
供奉 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飖在
众树之上呢。
Jug 9:10 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
来作我们的王。
Jug 9:11 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
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飖在众
树之上呢。
Jug 9:12 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
作我们的王。
Jug 9:13 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
住使 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飖
在众树之上呢。
Jug 9:14 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作
我们的王。
Jug 9:15 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
实实地膏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
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
烧灭利巴嫩的香柏树。
Jug 9:16 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
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力和
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
Jug 9:17 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争
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Jug 9:18 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
家、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
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
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
们的弟兄。
Jug 9:19 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
士师记 (士) Jug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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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巴力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
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
乐。
Jug 9:20 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
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
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
来、烧灭亚比米勒。
Jug 9:21 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
勒、就逃跑、来到比珥住在那里。
Jug 9:22 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
年。
Jug 9:23
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
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
待亚比米勒。
Jug 9:24 这是要叫耶路巴力七十个
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与他们的哥
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
罪、归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
Jug 9:25 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
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
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
事告诉亚比米勒。
Jug 9:26 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
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
Jug 9:27 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
下葡萄、踹酒、设摆筵宴、进他
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
Jug 9:28 以别的儿子迦勒说、亚比
米勒是谁、示剑是谁、使我们服
事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力的儿子
么．他的帮手不是西布勒么．你
们可以服事示剑的父亲哈抹的
后裔．我们为何服事亚比米勒呢。
Jug 9:29 惟愿这民归我的手下、我
就除掉亚比米勒．迦勒又对亚比
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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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赶出迦勒和他弟兄、不准他
们住在示剑。
Jug 9:42 次日民出到田间．有人告
诉亚比米勒。
Jug 9:43 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
埋伏在田间．看见示剑人从城里
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
Jug 9:44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
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
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
Jug 9:45 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
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
拆毁、撒上了盐。
Jug 9:46 示剑楼的人听见了、就躲
入巴力比利土庙的卫所。
Jug 9:47 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示
剑楼的人都聚在一处。
Jug 9:48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
都上撒们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
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
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
也当赶紧照样行。
Jug 9:49 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
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
放火烧了卫所．以致示剑楼的人
都死了、男女约有一千。
Jug 9:50 亚比米勒到提备斯、向提
备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
Jug 9:51 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
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
去、关上门、上了楼顶。
Jug 9:52 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
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
Jug 9:53 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
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
的脑骨。

子迦勒的话、就发怒、
Jug 9:31 悄悄的打发人去见亚比米
勒、说、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
弟兄到了示剑、煽惑城中的民攻
击你。
Jug 9:32 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
起来、在田间埋伏。
Jug 9:33 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
来、闯城．迦勒和跟随他的人出
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
机而作。
Jug 9:34 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
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
等候示剑人。
Jug 9:35 以别的儿子迦勒出去、站
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
人从埋伏之处起来。
Jug 9:36 迦勒看见那些人、就对西
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
来了。西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
子、以为是人。
Jug 9:37 迦勒又说、看那、有人从高
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恶尼尼橡
树的路上而来。
Jug 9:38 西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
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事他．你
所夸的口在那里呢．这不是你所
藐视的民吗．你现在出去、与他
们交战罢。
Jug 9:39 于是迦勒率领示剑人出去、
与亚比米勒交战。
Jug 9:40 亚比米勒追赶迦勒．迦勒
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仆倒
的、直到城门。
Jug 9:41 亚比米勒住在亚鲁玛．西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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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 9:54 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

亚扪人的手中。
Jug 10:8 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
约但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
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
Jug 10:9 亚扪人又渡过约但河去攻
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
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
Jug 10:10 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
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
神、去事奉诸巴力。
Jug 10:11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
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
亚摩利人、亚扪人、和非利士人
么。
Jug 10:12 西顿人、亚玛力人、马云
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
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
Jug 10:13 你们竟离弃我、事奉别神．
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
Jug 10:14 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
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
们罢。
Jug 10:15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
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罢．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Jug 10:16 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
间的外邦神、事奉耶和华、耶和
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
担忧。
Jug 10:17 当时亚扪人聚集、安营在
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
米斯巴。
Jug 10:18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
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
谁必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
杀了我罢．免得人议论我说、他
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
他刺透、他就死了。
Jug 9:55 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
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Jug 9:56 这样、 神报应亚比米勒
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
兄七十个人的恶。
Jug 9:57 示剑人的一切恶、
神也
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力的
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
了。

第十章
Jug 10:1 亚比米勒以后、有以萨迦

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
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
法莲山地的沙密。
Jug 10:2 陀拉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
三年、就死了、葬在沙密。
Jug 10:3 在他以后有基列人睚珥兴
起、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二年。
Jug 10:4 他有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
匹驴驹．他们有三十座城邑、叫
作哈倭特睚珥、直到如今、都是
在基列地。
Jug 10:5 睚珥死了、就葬在加们。
Jug 10:6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去事奉诸巴力、和
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
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
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事
奉他。
Jug 10:7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
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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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Jug 11:12 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扪
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
Jug 11:13 亚扪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
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
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
河到雅博河、直到约但河．现在
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罢。
Jug 11:14 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
扪人的王、
Jug 11:15 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
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
亚扪人的地．
Jug 11:16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
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低斯．
Jug 11:17 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
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
东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者
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色
列人就住在加低斯。
Jug 11:18 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
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
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
摩押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押
的边界。
Jug 11:19 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
摩利王西宏、就是希实本的王、
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
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
Jug 11:20 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
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
他的众民、在雅杂安营、与以色
列人争战。
Jug 11:21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将
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

第十一章
Jug 11:1 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

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
基列所生的。
Jug 11:2 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
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
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
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
Jug 11:3 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
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
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
Jug 11:4 过了些日子亚扪人攻打以
色列。
Jug 11:5 亚扪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
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
弗他回来．
Jug 11:6 对耶弗他说、请你来作我
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扪人争战。
Jug 11:7 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
父家么．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
到我这里来呢。
Jug 11:8 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
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
你同我们去、与亚扪人争战．你
可以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Jug 11:9 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
你们叫我回去、与亚扪人争战、
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作你
们的领袖么。
Jug 11:10 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见证、我
们必定照你的话行。
Jug 11:11 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
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领袖、
作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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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
Jug 11:22 从亚嫩河到雅博河、从旷
野直到约但河。
Jug 11:23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在
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
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么．
Jug 11:24 你的神基抹所赐你的地你
不是得为业么。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
就得他的地。
Jug 11:25 难道你比摩押王西拨的儿
子巴勒还强么．他曾与以色列人
争竞、或是与他们争战么。
Jug 11:26 以色列人住希实本和属希
实本的乡村、亚罗珥和属亚罗珥
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
已经有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之
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
方呢．
Jug 11:27 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
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
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
中间、判断是非。
Jug 11:28 但亚扪人的王不肯听耶弗
他打发人说的话。
Jug 11:29 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
上、他就经过基列和玛拿西、来
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
到亚扪人那里。
Jug 11:30 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
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
Jug 11:31 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
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
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
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二章

Jug 11:32 于是耶弗他往亚扪人那里

去、与他们争战．耶和华将他们
交在他手中。
Jug 11:33 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
罗珥到米匿、直到亚备勒基拉明、
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扪人就
被以色列人制伏了。
Jug 11:34 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
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
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
无儿无女。
Jug 11:35 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
服、说、哀哉、我的女儿阿、你使
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
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
挽回。
Jug 11:36 他女儿回答说、父阿、你
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
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
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
Jug 11:37 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
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
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
Jug 11:38 耶弗他说、你去罢．就容
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
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
Jug 11:39 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
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
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
Jug 11:40 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
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
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

第十二章
Jug 12:1 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

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扪人争战、
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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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
Jug 12:2 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
13:4
的民与亚扪人大大争战．我招你 利 10:9
民 6:3
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 撒上 1:15
路 1:15
们的手。
Jug 12:3 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 13:5*
民 6:2
拚命前去攻击亚扪人、耶和华将
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
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Jug 12:4 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
与以法莲人争战．基列人击杀以
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
人在以法莲玛拿西中间、不过是
以法莲逃亡的人。
Jug 12:5 基列人把守约但河的渡口、
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
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
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
若说、不是、
Jug 12:6 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
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
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
约但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
杀的、有四万二千人。
Jug 12:7 耶弗他作以色列的士师六
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
列的一座城里。
Jug 12:8 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
以比赞作以色列的士师。
Jug 12:9 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
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
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他作
以色列的士师七年。
Jug 12:10 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
Jug 12:11 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
以伦、作以色列的士师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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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Jug 12:12 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

西布伦地的亚雅仑。
Jug 12:13 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
列的儿子押顿、作以色列的士师。
Jug 12:14 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
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押顿作
以色列的士师八年。
Jug 12:15 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押
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
在亚玛力人的山地。

第十三章
Jug 13:1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
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Jug 13:2 那时有一个琐拉人、是属
但族的、名叫玛挪亚．他的妻不
怀孕、不生育。
Jug 13:3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
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
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Jug 13:4 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
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
吃。
Jug 13:5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
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
子一出胎就归 神作拿细耳人*．
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
利士人的手。
Jug 13:6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
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
如 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
我没有问他从那里来、他也没有
将他的名告诉我、
Jug 13:7 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
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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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 神
作拿细耳人。
Jug 13:8 玛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13:14
主阿、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 赛 5:7
启 14:19
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待这将 利 10:9
民 6:3
要生的孩子。
士 13:4
1:15
Jug 13:9
神应允玛挪亚的话．妇 撒上
路 1:15
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 神的使
13:18
者又到他那里、他丈夫玛挪亚却 创 32:29
林前
没有同他在一处。
11:10
Jug 13:10 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
13:20
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 利 6:12
民 16:46
我显现。
启 8:5
Jug 13:11 玛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
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
说话的就是你么．他说、是我。
Jug 13:12 玛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
我们当怎样待这孩子、他后来当
怎样呢。
Jug 13:13 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挪亚
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
当谨慎。
Jug 13:14 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
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
当遵守。
Jug 13:15 玛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
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
预备一只山羊羔。
Jug 13:16 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挪亚
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
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
耶和华。原来玛挪亚不知道他是
耶和华的使者。
Jug 13:17 玛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
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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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
Jug 13:18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
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
Jug 13:19 玛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
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
者行奇妙的事、玛挪亚和他的妻
观看．
Jug 13:20 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
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
升上去了．玛挪亚和他的妻看见、
就俯伏于地。
Jug 13:21 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玛
挪亚和他的妻显现．玛挪亚才知
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Jug 13:22 玛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
必要死、因为看见了 神。
Jug 13:23 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
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
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
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
诉我们。
Jug 13:24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
和华赐福与他。
Jug 13:25 在玛哈尼但、就是琐拉和
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
他。

第十四章
Jug 14:1 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

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
Jug 14:2 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
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
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
妻。
Jug 14:3 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
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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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
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
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
我喜悦他。
Jug 14:4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
14:4*
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 创 24:12
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
以色列人。
Jug 14:5 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
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
壮狮子向他吼叫．
Jug 14:6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
并没有告诉父母。
Jug 14:7 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
喜悦他。
Jug 14:8 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
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狮、见
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狮之内、
Jug 14:9 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
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
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
狮之内取来的。
Jug 14:10 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
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
人都有这个规矩。
Jug 14:11 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
十个人陪伴他。
Jug 14:12 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
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
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
给你们三十件里衣、三十套衣裳．
Jug 14:13 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
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里衣、
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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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给我们听。
Jug 14:14 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
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
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
Jug 14:15 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
妻说、你诓哄你丈夫、探出谜语
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
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
是要夺我们所有的么。
Jug 14:16 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
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
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
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
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
呢。
Jug 14:17 七日筵宴之内、他在丈夫
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他、他
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他妻
就告诉本国的人。
Jug 14:18 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
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
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
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
意思来。
Jug 14:19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
孙、他就下到亚实基伦击杀了三
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
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
就上父家去了。
Jug 14:20 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
陪伴、就是作过他朋友的。

第十五章
Jug 15:1 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

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
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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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
Jug 15:2 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
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
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么、你可以
娶来代替他罢。
Jug 15:3 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
利士人不算有罪。
Jug 15:4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
狸〔或作野狗〕、将狐狸尾巴一对
一对地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
巴中间、
Jug 15:5 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
非利士人站着的禾稼、将堆集的
禾捆、和未割的禾稼、并橄榄园
尽都烧了。
Jug 15:6 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作
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
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
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
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
Jug 15:7 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
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
肯罢休。
Jug 15:8 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
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
以坦磐的穴内。
Jug 15:9 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
布散在利希。
Jug 15:10 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
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
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
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
Jug 15:11 于是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
坦磐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
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么．你向
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

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
怎样行。
Jug 15:12 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
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
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
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
Jug 15:13 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
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
中．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
将他从以坦磐带上去。
Jug 15:14 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
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
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
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
落下来。
Jug 15:15 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
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
Jug 15:16 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
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
Jug 15:17 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
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末利
希。
Jug 15:18 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
和华说、你既藉仆人的手施行这
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
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
Jug 15:19
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
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
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歌利、
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
Jug 15:20 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
人的时候、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
二十年。

第十六章
Jug 16:1 参孙到了迦萨、在那里看

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六章

308

FOJC.NET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六章
Jug 16:2 有人告诉迦萨人说、参孙

Jug 16:12 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

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
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
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
Jug 16:3 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
门的门扇、门框、门闩、一齐拆
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仑前
的山顶上。
Jug 16:4 后来参孙在梭烈谷喜爱一
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Jug 16:5 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
妇人、对他说、求你诓哄参孙、
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
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
我们就每人给你一千一百舍客
勒银子。
Jug 16:6 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
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
Jug 16:7 参孙回答说、人若用七条
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
像别人一样。
Jug 16:8 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
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
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
Jug 16:9 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
室里．妇人说、参孙哪、非利士
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
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
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
Jug 16:10 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
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
我当用何法捆绑你。
Jug 16:11 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
使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
别人一样。

对他说、参孙哪、非利士人拿你
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
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
一条线一样。
Jug 16:13 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
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
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
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
发绺、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
Jug 16:14 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绺
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
说、参孙哪、非利士人拿你来了。
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
和纬线、一齐都拔出来了。
Jug 16:15 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
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
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
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Jug 16:16 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
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
Jug 16:17 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
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
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
母胎就归 神作拿细耳人．若剃
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
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
Jug 16:18 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
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
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
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
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
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
人那里。
Jug 16:19 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
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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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利拉克制
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
Jug 16:20 大利拉说、参孙哪、非利
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
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
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
开他了。
Jug 16:21 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
他的眼睛、带他下到迦萨、用铜
炼拘索他．他就在监里推磨。
Jug 16:22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
又渐渐长起来了。
Jug 16:23 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
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
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
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
Jug 16:24 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
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
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
交在我们手中了。
Jug 16:25 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
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
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
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
两柱中间。
Jug 16:26 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
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
靠一靠。
Jug 16:27 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
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
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
戏耍。
Jug 16:28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
和华阿、求你眷念我． 神阿、
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
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七章

仇。
Jug 16:29 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

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
根、
Jug 16:30 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
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
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
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
还多。
Jug 16:31 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
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
葬在琐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
玛挪亚的坟墓里。参孙作以色列
的士师二十年。

第十七章
Jug 17:1 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

米迦、
Jug 17:2 他对母亲说、你那一千一
百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
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
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
母亲说、我儿阿、愿耶和华赐福
与你。
Jug 17:3 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舍客
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
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
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
我还是交给你。
Jug 17:4 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
母亲将二百舍客勒银子交给银
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
安置在米迦的屋内。
Jug 17:5 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
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
一个儿子作祭司。
Jug 17:6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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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任意而行。
Jug 17:7 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
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
居。
Jug 17:8 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
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
的家。
Jug 17:9 米迦问他说、你从那里来．
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
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Jug 17:10 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
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
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
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
的家。
Jug 17:11 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
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
一样。
Jug 17:12 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
人作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
Jug 17:13 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
华必赐福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
人作祭司。

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
在这里作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
Jug 18:4 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
如此、请我作祭司。
Jug 18:5 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
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
达不通达。
Jug 18:6 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
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
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Jug 18:7 五人就走了、来到拉亿、见
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
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
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
别人没有来往。
Jug 18:8 五人回到琐拉和以实陶见
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
们有什么话。
Jug 18:9 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
去攻击他们罢．我们已经窥探那
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
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
不可迟延。
Jug 18:10 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
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 神已
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
俱全、一无所缺。
Jug 18:11 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
带兵器、从琐拉和以实陶前往。
Jug 18:12 上到犹大的基列耶琳、在
基列耶琳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
名叫玛哈尼但、直到今日。
Jug 18:13 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
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
Jug 18:14 从前窥探拉亿地的五个
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

第十八章
Jug 18:1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

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
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
派中得地为业。
Jug 18:2 但人从琐拉和以实陶、打
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
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
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
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
Jug 18:3 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
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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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并雕
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
么．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
Jug 18:15 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
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
好。
Jug 18:16 那六百但人、各带兵器、
站在门口。
Jug 18:17 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
将雕刻的像、以弗得、家中的神
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
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
门口。
Jug 18:18 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
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得、家
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
问他们说、你们作什么呢。
Jug 18:19 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
用手捂口、跟我们去罢、我们必
以你为父、为祭司．你作一家的
祭司好呢、还是作以色列一族一
支派的祭司好呢。
Jug 18:20 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
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
进入他们中间。
Jug 18:21 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
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
Jug 18:22 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
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
Jug 18:23 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
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作什么
呢。
Jug 18:24 米迦说、你们将我所作的
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
所剩的么．怎么还问我说、作什
么呢。
士师记 (士) Jug 第十九章

Jug 18:25 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

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性暴
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
尽都丧命。
Jug 18:26 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
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
转身回家去了。
Jug 18:27 但人将米迦所作的神像、
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亿、见安居
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
放火烧了那城。
Jug 18:28 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
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
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合．但
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
Jug 18:29 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
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
原先那城名叫拉亿。
Jug 18:30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
刻的像．摩西的孙子、革舜的儿
子约拿单、和他的子孙作但支派
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
Jug 18:31
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
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
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第十九章
Jug 19:1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
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
子为妾。
Jug 19:2 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
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
四个月。
Jug 19:3 他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
人两匹驴去见他、用好话劝他回
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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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
Jug 19:4 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
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
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
Jug 19:5 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
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
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
以行路。
Jug 19:6 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
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
一夜畅快你的心。
Jug 19:7 那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强
留他、他又住了一宿。
Jug 19:8 到第五天、他清早起来要
走．女子的父亲说、请你吃点饭
加添心力、等到日头偏西再走．
于是二人一同吃饭。
Jug 19:9 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
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
对他说、看哪、日头偏西了、请
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
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
起行回家去。
Jug 19:10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备
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
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
耶路撒冷。
Jug 19:11 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
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
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
Jug 19:12 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
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
过到基比亚去。
Jug 19:13 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
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
在拉玛。
His Faith

Jug 19:14 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

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
Jug 19:15 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
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
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
Jug 19:16 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
间作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
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
却是便雅悯人。
Jug 19:17 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
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
那里来、要往那里去。
Jug 19:18 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
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
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
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在
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
Jug 19:19 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
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
有酒、并不缺少什么。
Jug 19:20 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
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
街上过夜。
Jug 19:21 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
驴．他们就洗脚吃喝。
Jug 19:22 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
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
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
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
Jug 19:23 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
兄们哪、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
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
丑事。
Jug 19:24 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
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
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向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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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行这样的丑事。
Jug 19:25 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
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
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
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
Jug 19:26 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
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仆倒在
地、直到天亮。
Jug 19:27 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
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
仆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
Jug 19:28 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
走罢．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
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
Jug 19:29 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
身切成十二块、使人拿着传送以
色列的四境。
Jug 19:30 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
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
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
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
理。

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
Jug 20:5 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
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
的妾强奸致死。
Jug 20:6 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块
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
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
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
Jug 20:7 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
商议。
Jug 20:8 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
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棚、自
己房屋去。
Jug 20:9 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
照所掣的签去攻击他们。
Jug 20:10 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
中、一百人挑取十人、一千人挑
取百人、一万人挑取千人为民运
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
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
的丑事征伐他们。
Jug 20:11 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连合
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
Jug 20:12 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
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
间怎么作了这样的恶事呢。
Jug 20:13 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
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
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便雅
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
列人的话。
Jug 20:14 便雅悯人从他们的各城
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
以色列人打仗。
Jug 20:15 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
点出拿刀的、共有二万六千．另

第二十章
Jug 20:1 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

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
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
前。
Jug 20:2 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
支派的军长、都站在 神百姓的
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四十万。
Jug 20:3 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
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
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
说明。
Jug 20:4 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
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
士师记 (士) Jug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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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七百精兵。
Jug 20:16 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七
20:23
百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 结 14:4
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
Jug 20:17 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
列人拿刀的、共有四十万、都是
战士。
Jug 20:18 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
利去求问 神、说、我们中间谁
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争战呢．
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
Jug 20:19 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
基比亚安营。
Jug 20:20 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
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
Jug 20:21 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
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二万二千。
Jug 20:22 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仍在
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
Jug 20:23 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
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号直到晚上、
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
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
Jug 20:24 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
攻击便雅悯人。
Jug 20:25 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
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
杀死他们一万八千、都是拿刀的。
Jug 20:26 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
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当日
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
献燔祭和平安祭。
Jug 20:27-28 那时、
神的约柜在那
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
子非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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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
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
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
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
们手中。
Jug 20:29 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
围、设下伏兵。
Jug 20:30 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
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
与前两次一样。
Jug 20:31 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就
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
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像前
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三
十个。
Jug 20:32 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
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
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
路上来。
Jug 20:33 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
力他玛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
马利迦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
Jug 20:34 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万精
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势派甚
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
临近了。
Jug 20:35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
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
雅悯人二万五千一百、都是拿刀
的。
Jug 20:36 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
败了．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
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就在便
雅悯人面前诈败。
Jug 20:37 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
刀杀死全城的人。
士师记 (士) Jug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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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城内放火、以烟气上腾为号。
Jug 20:39 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
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
有三十个．就说、他们仍像前次
被我们杀败了。
Jug 20:40 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
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看、见
全城的烟气冲天。
Jug 20:41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
雅悯人就甚惊惶、因为看见灾祸
临到自己了。
Jug 20:42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
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
追杀．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也都
夹攻杀灭他们。
Jug 20:43 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
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
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
Jug 20:44 便雅悯人死了的、有一万
八千．都是勇士。
Jug 20:45 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
跑、往临门磐去．以色列人在道
路上杀了他们五千人、如拾取遗
穗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二
千人。
Jug 20:46 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
二万五千人．都是拿刀的勇士。
Jug 20:47 只剩下六百人、转身向旷
野逃跑、到了临门磐、就在那里
住了四个月。
Jug 20:48 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
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
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
烧了一切城邑。

士师记 (士) Jug 第二十一章

Jug 21:1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

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
为妻。
Jug 21:2 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
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
Jug 21:3 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阿、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
支派的事呢。
Jug 21:4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
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
Jug 21:5 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
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
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
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
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
Jug 21:6 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
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
了一个支派了。
Jug 21:7 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
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
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
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
Jug 21:8 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
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
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
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
Jug 21:9 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
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
Jug 21:10 会众就打发一万二千大
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
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
击杀了。
Jug 21:11 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
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尽行杀
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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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 21:12 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

见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
迦南地的示罗营里。
Jug 21:13 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磐
21:25
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 箴 16:25
的话。
Jug 21:14 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
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
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
Jug 21:15 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
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
支派〔原文作使以色列中有了破口〕。
Jug 21:16 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
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
办理、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
Jug 21:17 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
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
个支派。
Jug 21:18 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
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
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
为妻的、必受咒诅。
Jug 21:19 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
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路以东的
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
Jug 21:20 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
去、在葡萄园中埋伏、
Jug 21:21 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
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
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
悯地去。
Jug 21:22 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
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
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
因我们在争战的时候没有给他
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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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
就算有罪。
Jug 21:23 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
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
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
又重修城邑居住。
Jug 21:24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
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
了。
Jug 21:25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
人任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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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

(得) Rut

第一章
Rut 1:1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

1:1
创 12:10

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 摩 8:11
启 18:8
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
1:2*
去寄居．
创 35:19
撒上
Rut 1:2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
17:12
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 弥 5:2
名叫玛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 1:16
约 17:24
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 约 20:17
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Rut 1:3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
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Rut 1:4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
为妻、一个名叫俄珥巴、一个名
叫路得、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Rut 1:5 玛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
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Rut 1:6 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
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
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
粮食与他们。
Rut 1:7 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
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
Rut 1:8 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
各人回娘家去罢、愿耶和华恩待
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
一样．
Rut 1:9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
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
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
Rut 1:10 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
回你本国去。
Rut 1:11 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哪、回
去罢、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
路得记 (得) Rut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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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作你们的丈夫么．
Rut 1:12 我女儿们哪、回去罢、我年
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
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
子．
Rut 1:13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哪、不要这样、我为你
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
华伸手攻击我。
Rut 1:14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
珥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
舍不得拿俄米。
Rut 1:15 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
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
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罢。
Rut 1:16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
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
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
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
的 神就是我的 神．
Rut 1:17 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
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
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
降罚与我。
Rut 1:18 拿俄米见路得定意要跟随
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Rut 1:19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
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
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
米么。
Rut 1:20 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
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
思〕要叫我玛拉、〔玛拉就是苦的
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Rut 1:21 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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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
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Rut 1:22 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
2:16
路得、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 利 23:22
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第二章
Rut 2:1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

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
是个大财主。
Rut 2:2 摩押女子路得对拿俄米说、
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
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
女儿阿、你只管去。
Rut 2:3 路得就去了、来到田间、在
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
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
那块田里。
Rut 2:4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
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Rut 2:5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
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Rut 2:6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
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
地回来的。
Rut 2:7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
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
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
一会儿、常在这里。
Rut 2:8 波阿斯对路得说、女儿阿、
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
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
使女们在一处。
Rut 2:9 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
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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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
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Rut 2:10 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对
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
的恩、这样顾恤我呢。
Rut 2:11 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
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
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
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Rut 2:12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
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 神
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Rut 2:13 路得说、我主阿、愿在你眼
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
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Rut 2:14 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
对路得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
饼蘸在醋里。路得就在收割的人
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
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
Rut 2:15 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
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
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
Rut 2:16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
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叱吓他。
Rut 2:17 这样、路得在田间拾取麦
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
约有一伊法大麦．
Rut 2:18 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
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
的给了婆婆。
Rut 2:19 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那
里拾取麦穗、在那里作工呢、愿
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得就告诉婆
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
的人那里作工。
路得记 (得) Rut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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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 2:20 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

里。

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
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
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
属*。
2:20*
Rut 2:21 摩押女子路得说、他对我
诗 75:1
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诗
119:151
诗 145:18
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Rut 2:22 拿俄米对儿妇路得说、女 3:9*
儿阿、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 出 40:19
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 3:13
弗 2:13
赛 43:1
好。
Rut 2:23 于是路得与波阿斯的使女、
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
大麦和小麦．路得仍与婆婆同住。

Rut 3:8 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

第三章
Rut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

女儿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
处、使你享福么．
Rut 3:2 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
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么．
他今夜在场上簸大麦、
Rut 3:3 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
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
来、你等他吃喝完了、
Rut 3:4 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
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
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作
的事。
Rut 3:5 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
遵行。
Rut 3:6 路得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
所吩咐他的而行。
Rut 3:7 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
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得便悄悄
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
路得记 (得) Rut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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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
脚下．
Rut 3:9 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
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
至近的亲属。
Rut 3:10 波阿斯说、女儿阿、愿你蒙
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
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
都没有跟从．
Rut 3:11 女儿阿、现在不要惧怕、凡
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
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Rut 3:12 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
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Rut 3:13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
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
他罢．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你只管躺到天亮。
Rut 3:14 路得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
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
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
道有女子到场上来．
Rut 3:15 又对路得说、打开你所披
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撮
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
Rut 3:16 路得回到婆婆那里、婆婆
说、女儿阿、怎么样了．路得就
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
Rut 3:17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
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
见你的婆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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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 3:18 婆婆说、女儿阿、你只管安

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
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第四章
4:18*
Rut 4:1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

创 38:29

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 太 1:3
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哪、你
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
Rut 4:2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
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
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
Rut 4:3 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
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
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Rut 4:4 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
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
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
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
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
我肯赎。
Rut 4:5 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
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原文作
买十节同〕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
得、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Rut 4:6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
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
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Rut 4:7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
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
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
证据。
Rut 4:8 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
罢、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Rut 4:9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
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
基连、玛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
His Faith

321

中置买了．
Rut 4:10 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
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
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
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
Rut 4:11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
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
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
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
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
名声．
Rut 4:12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
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
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Rut 4:13 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
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
一个儿子。
Rut 4:14 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
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
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
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Rut 4:15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
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
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
还好。
Rut 4:16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
作他的养母。
Rut 4:17 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
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备得、
这俄备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
卫的父。
*
Rut 4:18 法勒斯 的后代记在下面．
法勒斯生希斯仑、
Rut 4:19 希斯仑生兰、兰生亚米拿
达、
Rut 4:20 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
路得记 (得) Rut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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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门、
*
Rut 4:21 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 生
俄备得、
Rut 4:22 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
卫。

路得记 (得) Rut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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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祈祷耶和华．
1Sa 1:11 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阿、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
第一章
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
1:1*
1Sa 1:1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琐非、
以利加拿 终身归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
*
有一个以法莲人 、名叫以利加 是利未人 他的头。
歌辖的子
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 孙参看: 1Sa 1:12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
代上 6:28
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 此处以法 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
1Sa 1:2 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 莲人指的 1Sa 1:13 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
是以法莲
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 地的居民. 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
没有儿女。
1:3*
喝醉了。
* 书 18:1
1Sa 1:3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 、诗 78:60 1Sa 1:14 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
7:12
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 耶
时呢、你不应该喝酒。
耶 26:6
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
1Sa 1:15 哈拿回答说、主阿、不是这
1:11
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
民 6:5
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
1Sa 1:4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1:15
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
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 清酒浓酒:
倾心吐意。
利 10:9
民 6:3
尼拿所生的儿女。
1Sa 1:16 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
士 13:4
1Sa 1:5 给哈拿的却是双分、因为他 路 1:15
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
13:14
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 士
所以祈求到如今。
赛 5:7
启 14:19
育。
1Sa 1:17 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
1Sa 1:6 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 1:18
的回去、愿以色列的 神允准你
太 8:8
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 对比: 向他所求的。
创 15:8
他、要使他生气。
1Sa 1:18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
路 1:18
1Sa 1:7 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
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
以利加拿都以双分给哈拿．毗尼
再不带愁容了。
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
1Sa 1:19 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
饭。
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
1Sa 1:8 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
哈拿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
耶和华顾念哈拿、
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
1Sa 1:20 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
还好么。
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1Sa 1:9 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
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
1Sa 1:21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
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
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
上。
所许的愿。
1Sa 1:10 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

撒母耳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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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1:22 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

1Sa 2:5 素来饱足的、反作佣人求食、

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
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
里。
1Sa 1:23 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
2:6
你的意行罢、可以等儿子断了奶．申 32:39
约 5:21
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
2:8
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诗 113:7
1Sa 1:24 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
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
三只公牛、一伊法细面、一皮袋
酒．那时孩子还小。
1Sa 1:25 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
到以利面前。
1Sa 1:26 妇人说、主阿、我敢在你面
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
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
1Sa 1:27 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
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1Sa 1:28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
华、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于是
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
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
倒衰微。
1Sa 2:6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1Sa 2:7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1Sa 2:8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
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
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
在其上。
1Sa 2:9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
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
能靠力量得胜。
1Sa 2:10 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
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与所
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1Sa 2:11 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
和华。
1Sa 2:12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1Sa 2:13 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
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
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齿
的叉子、
1Sa 2:14 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
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
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
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1Sa 2:15 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
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
给祭司叫他烤罢．他不要煮过的、

第二章
1Sa 2:1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

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
的救恩欢欣。
1Sa 2:2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
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
的 神。
1Sa 2:3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
是大有知识的 神、人的行为被
他衡量。
1Sa 2:4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
人以力量束腰。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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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的。
1Sa 2:16 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
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
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
抢去。
1Sa 2:17 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
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
视耶和华的祭物。〔或作他们使人

1Sa 2:26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
2:25*
约 10:26

2:31-35
王上 2:27

厌弃给耶和华献祭〕
1Sa 2:18 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

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
华面前。
1Sa 2:19 他母亲每年为他作一件小
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
候、带来给他。
1Sa 2:20 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
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
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
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1Sa 2:21 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
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
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
长大。
1Sa 2:22 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
个儿子待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
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
苟合。
1Sa 2:23 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
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
见你们的恶行。
1Sa 2:24 我儿阿、不可这样、我听见
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
的百姓犯了罪。
1Sa 2:25 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
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
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
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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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1Sa 2:27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
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
们显现么。
1Sa 2:28 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
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
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
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
都赐给你父家么。
1Sa 2:29 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
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
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
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1Sa 2:30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
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
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
轻视。
1Sa 2:31 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
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
中没有一个老年人。
1Sa 2:32 在
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
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
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
人。
1Sa 2:33 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
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
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
都必死在中年。
1Sa 2:34 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
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
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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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2:35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

1Sa 3:9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

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建立信实b的家、他必
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1Sa 2:36 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
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
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
饼吃。

仍去睡罢．若再呼唤你、你就说、
耶和华阿、请说、仆人敬听．撒
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
1Sa 3:10 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
次呼唤说、撒母耳阿、撒母耳阿．
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敬听。
1Sa 3:11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
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
人都必耳鸣。
1Sa 3:12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
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
身上。
1Sa 3:13 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
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
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
1Sa 3:14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
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
永不能得赎去。
1Sa 3:15 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
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
以利。
1Sa 3:16 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
撒母耳阿、撒母耳回答说、我在
这里。
1Sa 3:17 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
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
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
重的降罚与你。
1Sa 3:18 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
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
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
意旨而行。
1Sa 3:19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
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
不落空。

第三章
1Sa 3:1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

2:35*
来 2:17

3:4
呼唤[声
音]:
创 3:8
申 5:25
王上
19:13
路 9:35
约 12:28

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
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1Sa 3:2 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
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1Sa 3:3
神的灯在 神耶和华殿
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
耳已经睡了。
1Sa 3:4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
说、我在这里。
1Sa 3:5 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
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
没有呼唤你、你去睡罢．他就去
睡了。
1Sa 3:6 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
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
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
罢。
1Sa 3:7 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
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
1Sa 3:8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
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
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
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a 1Sa 2:35 忠信或信实 /m*a$n\ 和合本译作忠心
b 1Sa 2:35 信实 /m*a$n\ 和合本译作坚固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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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3:20 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

1Sa 4:8 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

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
先知。
1Sa 3:21 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
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
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
地。

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
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
的、就是这些神。
1Sa 4:9 非利士人哪、你们要刚强、
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来人的
奴仆、如同他们作你们的奴仆一
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
1Sa 4:10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
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仆
倒了三万。
1Sa 4:11
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
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
都被杀了。
1Sa 4:12 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阵
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
来到示罗。
1Sa 4:13 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
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 神
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
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
1Sa 4:14 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
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
急忙来报信给以利。
1Sa 4:15 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
目发直、不能看见。
1Sa 4:16 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阵
上来的、今日我从阵上逃回．以
利说、我儿、事情怎样。
1Sa 4:17 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
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
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
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 神的约
柜被掳去。
1Sa 4:18 他一提
神的约柜、以利

4:9
书 1:7
约 6:63

4:18*
约 18:6

第四章
1Sa 4:1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

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
人安营在亚弗。
1Sa 4:2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
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
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
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
1Sa 4:3 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
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
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
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
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
离敌人的手。
1Sa 4:4 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
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
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
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 神
的约柜同来。
1Sa 4:5 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
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
动。
1Sa 4:6 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
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
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
华的约柜到了营中。
1Sa 4:7 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
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
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His Faith

327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四章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四章

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
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
迈、身体沉重。以利作以色列的
士师四十年。
1Sa 4:19 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
孕将到产期、他听见 神的约柜
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
猛然疼痛、曲身生产。
1Sa 4:20 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
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
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
放在心上。
1Sa 4:21 他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
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
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
丈夫都死了。
1Sa 4:22 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
因为 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5:9
启 16:2

第五章
1Sa 5:1 非利士人将

神的约柜从
以便以谢抬到亚实突。
1Sa 5:2 非利士人将
神的约柜抬
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
1Sa 5:3 次日清早亚实突人起来、
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
1Sa 5:4 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仆
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
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
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
1Sa 5:5 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
亚实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
庙的门槛、直到今日。
1Sa 5:6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
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
痔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境、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六章

都是如此。
1Sa 5:7 亚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
以色列 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
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
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
1Sa 5:8 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
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
以色列 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
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
神的约柜运到迦特去．于是将以
色列 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
1Sa 5:9 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
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
无论大小都生痔疮。
1Sa 5:10 他们就把
神的约柜送到
以革伦． 神的约柜到了、以革
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
列 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
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
1Sa 5:11 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
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
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
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 神的手
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
慌而死的。
1Sa 5:12 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
合城呼号、声音上达于天。

第六章
1Sa 6:1 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

之地七个月。
1Sa 6:2 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
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
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
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
1Sa 6:3 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
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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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
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
为何不离开你们。
1Sa 6:4 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
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6:19*
民 14:15
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
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
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
一样的灾。
1Sa 6:5 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
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
归荣耀给以色列的 神、或者他
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
地、把手放轻些。
1Sa 6:6 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
和法老一样呢． 神在埃及人中
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
列人、他们就去了么。
1Sa 6:7 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
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
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
1Sa 6:8 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
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
放在柜旁、将柜送去。
1Sa 6:9 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
色列的境界到伯示麦去、这大灾
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
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
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
1Sa 6:10 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
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
关在家里。
1Sa 6:11 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
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
车上。
1Sa 6:12 牛直行大道往伯示麦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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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
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示麦
的境界。
1Sa 6:13 伯示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
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
1Sa 6:14 车到了伯示麦人约书亚的
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
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
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1Sa 6:15 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
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
磐石上．当日伯示麦人将燔祭和
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1Sa 6:16 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
当日就回以革伦去了。
1Sa 6:17 这些就是非利士人献给耶
和华作赔罪的金痔疮像．一个是
为亚实突、一个是为迦萨、一个
是为亚实基伦、一个是为迦特、
一个是为以革伦。
1Sa 6:18 并金老鼠．数目是照非利
士五个首领的城邑、就是坚固的
城邑和乡村．以及大磐石亚伯a．
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
日还在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间。
1Sa 6:19 耶和华因伯示麦人擅观他
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如
一人五万人如一人b*．百姓因耶
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
1Sa 6:20 伯示麦人说、谁能在耶和
华这圣洁的 神面前侍立呢．这
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
里去呢。
a 1Sa 6:18 大磐石亚伯 hl*odG+h^ lb@a* 和合本译作
大磐石
b 1Sa 6:19 就击... vya! [l#a# <yV!m!j& vya! <yu!b=v!
<u*B* EY~w~ 和合本译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
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原文作七十人加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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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6:21 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琳

羔、献与耶和华作全牲的燔祭、
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
就应允他。
1Sa 7:10 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
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
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
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
面前。
1Sa 7:11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
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
甲的下边。
1Sa 7:12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
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
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
都帮助我们。
1Sa 7:13 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
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
耳作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
击非利士人。
1Sa 7:14 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
城邑、从以革伦直到迦特、都归
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
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
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
好。
1Sa 7:15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
师。
1Sa 7:16 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
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
列人。
1Sa 7:17 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
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
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
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
柜接到你们那里去罢。

第七章
1Sa 7:1 基列耶琳人就下来、将耶和

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
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
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1Sa 7:2 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
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
华。
1Sa 7:3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
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
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
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
单的事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
利士人的手。
1Sa 7:4 以色列人就除掉诸巴力、
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事奉耶和华。
1Sa 7:5 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
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
告耶和华。
1Sa 7:6 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
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
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1Sa 7:7 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
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
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
见就惧怕非利士人。
1Sa 7:8 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
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
们的 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
的手。
1Sa 7:9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八章

第八章
1Sa 8:1 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

子作以色列的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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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8:2 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

1Sa 8:15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

比亚．他们在别是巴作士师。
1Sa 8:3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
8:7
何 13:11
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1Sa 8:4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
到拉玛见撒母耳、
1Sa 8:5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
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
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
样。
1Sa 8:6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
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
华。
1Sa 8:7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
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
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1Sa 8:8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
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
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
素来所行的。
1Sa 8:9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
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
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1Sa 8:10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
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
1Sa 8:11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
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
马、奔走在车前．
1Sa 8:12 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
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
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1Sa 8:13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
香膏、作饭烤饼。
1Sa 8:14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
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
太监和臣仆。
1Sa 8:16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
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
他的差役。
1Sa 8:17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
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1Sa 8:18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
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1Sa 8:19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
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
我们、
1Sa 8:20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
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
战。
1Sa 8:21 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
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1Sa 8:22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
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
各城去罢。

His Faith

331

第九章
1Sa 9:1 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

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元孙、比歌
拉的曾孙、洗罗的孙子、亚别的
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或作大
财主〕
1Sa 9:2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

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
高过一头。
1Sa 9:3 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
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
一个仆人去寻找驴。
1Sa 9:4 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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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
过沙琳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
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
1Sa 9:5 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
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
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
担忧。
1Sa 9:6 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
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
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
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
我们。
1Sa 9:7 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
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
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
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
1Sa 9:8 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
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
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
路。
1Sa 9:9（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
问 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罢．
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
见）
1Sa 9:10 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
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
住的城里去了。
1Sa 9:11 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
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
说、先见在这里没有。
1Sa 9:12 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
你们前面、快去罢、他今日正到
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邱坛献
祭。
1Sa 9:13 在他还没有上邱坛吃祭物
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九章

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
祝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
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
1Sa 9:14 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
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
邱坛去。
1Sa 9:15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
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
1Sa 9:16 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
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
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
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
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
1Sa 9:17 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
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
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1Sa 9:18 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
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
所在那里。
1Sa 9:19 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
见．你在我前面上邱坛去、因为
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
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
你。
1Sa 9:20 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
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
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
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
么。
1Sa 9:21 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
中至小的便雅悯人么、我家不是
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么、你为
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1Sa 9:22 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
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坐
首位．客约有三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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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1Sa 10:5 此后你到
神的山、在那
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
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邱坛
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
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
话。
1Sa 10:6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
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
变为新人．
1Sa 10:7 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
趁时而作、因为 神与你同在。
1Sa 10:8 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
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
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
里、指示你当行的事。
1Sa 10:9 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
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
兆头都应验了。
1Sa 10:10 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
知遇见他、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
1Sa 10:11 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
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
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
列在先知中么。
1Sa 10:12 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
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
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么。
1Sa 10:13 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
邱坛去了。
1Sa 10:14 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
仆人说、你们往那里去了．回答
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
就到了撒母耳那里。
1Sa 10:15 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

你收存的那一分祭肉、现在可以
拿来。
1Sa 9:24 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
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
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罢．因我
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
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
耳同席。
1Sa 9:25 众人从邱坛下来进城、撒
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
1Sa 9:26 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
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
他说、起来罢、我好送你回去．
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
1Sa 9:27 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
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
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
我将 神的话传与你听。

第十章
1Sa 10:1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

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
耶和华膏你作他产业的君么。
1Sa 10:2 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
便雅悯境内的泄撒、靠近拉结的
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
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
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
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
才好呢。
1Sa 10:3 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
泊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
特利去拜 神的人、一个带着三
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
个带着一皮袋酒。
1Sa 10:4 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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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
1Sa 10:16 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
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
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
告诉叔叔。
1Sa 10:17 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
斯巴耶和华那里．
1Sa 10:18 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
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
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
之人的手。
1Sa 10:19 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
们脱离一切灾难的 神、说、求
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
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
华面前。
1Sa 10:20 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
支派近前来掣签、就掣出便雅悯
支派来。
1Sa 10:21 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
族近前来、就掣出玛特利族、从
其中又掣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
人寻找他却寻不着、
1Sa 10:22 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
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
器具中了。
1Sa 10:23 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
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
众民高过一头。
1Sa 10:24 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
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
比他的么．众民就大声欢呼说、
愿王万岁。
1Sa 10:25 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
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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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
1Sa 10:26 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
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1Sa 10:27 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
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
礼物．扫罗却不理会。

第十一章
1Sa 11:1 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

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
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
事你。
1Sa 11:2 亚扪人拿辖说、你们若由
我剜出你们各人的右眼、以此凌
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
1Sa 11:3 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
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
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
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1Sa 11:4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
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
声而哭。
1Sa 11:5 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
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
雅比人的话告诉他。
1Sa 11:6 扫罗听见这话、就被
神
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
1Sa 11:7 他将一对牛切成块子、托
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
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
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
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
同一人。
1Sa 11:8 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
色列人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
1Sa 11:9 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
回覆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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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
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
1Sa 11:10 于是雅比人对亚扪人说、
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
以随意待我们。
1Sa 11:11 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
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扪人
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
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
一处的。
1Sa 11:12 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
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
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
1Sa 11:13 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
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
1Sa 11:14 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
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
1Sa 11:15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
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
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
什么。
1Sa 12:5 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
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
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
愿他为证。
1Sa 12:6 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
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
及地的、是耶和华。
1Sa 12:7 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
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
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
义的事。
1Sa 12:8 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
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
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
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
1Sa 12:9 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
神、他就把他们付与夏琐将军西
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
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
他们。
1Sa 12:10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们离弃耶和华、事奉巴力、和
亚斯他录、是有罪了．现在求你
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事
奉你。
1Sa 12:11 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力、
比但、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
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
居住。
1Sa 12:12 你们见亚扪人的王拿辖
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
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
你们的 神是你们的王。
1Sa 12:13 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

第十二章
1Sa 12:1 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
为你们立了一个王。
1Sa 12:2 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
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
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
在你们前面行。
1Sa 12:3 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
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作见
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
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
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
必偿还。
1Sa 12:4 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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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
们立王了。
1Sa 12:14 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事奉
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
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
从耶和华你们的 神就好了。
1Sa 12:15 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
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
样。
1Sa 12:16 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
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
1Sa 12:17 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么．
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
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
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
了。
1Sa 12:18 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
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
1Sa 12:19 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
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 神、免
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
事、正是罪上加罪了。
1Sa 12:20 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
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
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事奉他。
1Sa 12:21 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
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
1Sa 12:22 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
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
弃你们。
1Sa 12:23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
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
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1Sa 12:24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十三章

诚实实的尽心事奉他、想念他向
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
1Sa 12:25 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
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第十三章
1Sa 13:1 扫罗登基年四十岁．作以

色列王二年的时候、
1Sa 13:2 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
人．二千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
特利山．一千跟随约拿单在便雅
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
发各回各家去了。
1Sa 13:3 约拿单攻击迦巴、非利士
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
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
希伯来人听见。
1Sa 13:4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
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
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
罗聚集在吉甲。
1Sa 13:5 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
人争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
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
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1Sa 13:6 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
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
密处、和坑中。
1Sa 13:7 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但河、
逃到迦得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
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的跟随他。
1Sa 13:8 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
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
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1Sa 13:9 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
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
1Sa 13:10 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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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
1Sa 13:11 撒母耳说、你作的是什么
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
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
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
1Sa 13:12 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
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
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1Sa 13:13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作了
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
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
位、直到永远。
1Sa 13:14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
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
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1Sa 13:15 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
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
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1Sa 13:16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
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
迦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
1Sa 13:17 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
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
书亚地去．
1Sa 13:18 一队往伯和仑去．一队往
洗波音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
1Sa 13:19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
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
希伯来人制造刀枪。
1Sa 13:20 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
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
1Sa 13:21 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
齿叉、斧子、并赶牛锥。
1Sa 13:22 所以到了争战的日子、跟
His Faith

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
手里有刀有枪的．惟独扫罗和他
儿子约拿单有。
1Sa 13:23 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
了密抹的隘口。

第十四章
1Sa 14:1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
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
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1Sa 14:2 扫罗在基比亚的尽边、坐
在米矶仑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
约有六百人。
1Sa 14:3 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
希亚、穿着以弗得．亚希突是以
迦博的哥哥、非尼哈的儿子、以
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作耶
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
不知道。
1Sa 14:4 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
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
有一个山峰、一名播薛、一名西
尼。
1Sa 14:5 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
峰向南、与迦巴相对。
1Sa 14:6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
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
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
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1Sa 14:7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
心意行罢．你可以上去、我必跟
随你、与你同心。
1Sa 14:8 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
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
1Sa 14:9 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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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
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
1Sa 14:10 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
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
交在我们手里了。
1Sa 14:11 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
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
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1Sa 14:12 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
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
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
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
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
人手里了。
1Sa 14:13 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
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
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1Sa 14:14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
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一
亩地的半犁沟之内。
1Sa 14:15 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
众民内、都有战兢、防兵和掠兵
也都战兢、地也震动、战兢之势
甚大。
1Sa 14:16 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
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
散、四围乱窜。
1Sa 14:17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
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
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
里。
1Sa 14:18 那时
神的约柜在以色
列人那里．扫罗对亚希亚说、你
将 神的约柜运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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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
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罢。
1Sa 14:20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
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
刀互相击杀、大大惶乱。
1Sa 14:21 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
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
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
列人了。
1Sa 14:22 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
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
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
1Sa 14:23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
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
1Sa 14:24 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
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
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
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
*
1Sa 14:25 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 在
地上．
1Sa 14:26 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流
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
因为他们怕那誓言。
1Sa 14:27 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
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
用杖头蘸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
内、眼睛就明亮了。
1Sa 14:28 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
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
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
百姓就疲乏了。
1Sa 14:29 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
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
眼睛就明亮了。
1Sa 14:30 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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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
岂不更多么。
1Sa 14:31 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
士人、从密抹直到亚雅仑．百姓 14:45
太 10:30
甚是疲乏．
1Sa 14:32 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
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
了。
1Sa 14:33 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
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
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
头滚到我这里来。
1Sa 14:34 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
中、对他们说、你们各人将牛羊
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
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
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
1Sa 14:35 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1Sa 14:36 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
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
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
你看怎样好就去行罢．祭司说、
我们先当亲近 神。
1Sa 14:37 扫罗求问
神说、我下去
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
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
日 神没有回答他。
1Sa 14:38 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
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
了罪。
1Sa 14:39 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
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
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
一人回答他。
1Sa 14:40 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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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
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
你看怎样好就去行罢。
1Sa 14:41 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
掣签掣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
尽都无事。
1Sa 14:42 扫罗说、你们再掣签、看
是我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掣出约
拿单来。
1Sa 14:43 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
我你作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
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
点蜜尝了一尝．看哪、我将要死
了a。
1Sa 14:44 扫罗说、约拿单哪、你定
要死、若不然、愿 神重重的降
罚与我。
1Sa 14:45 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
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
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
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
神一同作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
免了死亡。
1Sa 14:46 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
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
1Sa 14:47 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
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
是摩押人、亚扪人、以东人、和
琐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
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
1Sa 14:48 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力人、
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
人的手。
a 1Sa 14:43 看哪... .tWma* yn]n+h! 和合本译作这样我
就死吗。〔吗或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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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15:7 扫罗击打亚玛力人、从哈

施韦、麦基舒亚、他的两个女儿、
长女名米拉、次女名米甲。
1Sa 14:50 扫罗的妻、名叫亚希暖、
是亚希玛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
名叫押尼珥、是尼珥的儿子．尼
珥是扫罗的叔叔。
1Sa 14:51 扫罗的父亲基士．押尼珥
的父亲尼珥．都是亚别的儿子。
1Sa 14:52 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
大大争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
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腓拉、直到埃及前的书珥。
1Sa 15:8 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用
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
1Sa 15:9 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
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
瘦弱的、尽都杀了。
1Sa 15:10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
说、
1Sa 15:11 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
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
哀求耶和华。
1Sa 15:12 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
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
了迦密、在那里立了记念碑、又
转身下到吉甲。
1Sa 15:13 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
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1Sa 15:14 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
羊叫、牛鸣、是从那里来的呢。
1Sa 15:15 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
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
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
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1Sa 15:16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
罢、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
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
1Sa 15:17 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
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
以色列支派的元首么。耶和华膏
你作以色列的王。
1Sa 15:18 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
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

第十五章
1Sa 15:1 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

差遣我膏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
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
话。
1Sa 15:2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
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
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
们、我都没忘。
1Sa 15:3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
骆驼、和驴尽行杀死。
1Sa 15:4 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
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二十万、
另有犹大人一万。
1Sa 15:5 扫罗到了亚玛力的京城、
在谷中设下埋伏。
1Sa 15:6 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
开亚玛力人下去罢、恐怕我将你
们和亚玛力人一同杀灭．因为以
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
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力
人去了。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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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15:20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
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
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力
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力人。
1Sa 15:21 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
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
耶和华你的 神。
1Sa 15:22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
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
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
于公羊的脂油。
1Sa 15:23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
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
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
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1Sa 15:24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
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
言语。
1Sa 15:25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
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1Sa 15:26 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
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
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
王。
1Sa 15:27 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
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
了。
1Sa 15:28 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
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与比你更好的人。
1Sa 15:29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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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
世人、决不后悔。
1Sa 15:30 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
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
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 神。
1Sa 15:31 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
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1Sa 15:32 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力王
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
喜喜的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
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1Sa 15:33 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
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
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
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
1Sa 15:34 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
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
了。
1Sa 15:35 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
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
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
列的王。

第十六章
1Sa 16:1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

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
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
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
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
预定一个作王的。
1Sa 16:2 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
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
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1Sa 16:3 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
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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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人你要膏他。
1Sa 16:4 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
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
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
说、你是为平安来的么．
1Sa 16:5 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
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
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
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
1Sa 16:6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
见以利押、就心里说、耶和华的
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1Sa 16: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
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
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
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
心。
1Sa 16:8 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
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
不拣选他。
1Sa 16:9 耶西又叫沙玛从撒母耳面
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
拣选他。
1Sa 16:10 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
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
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1Sa 16:11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
子都在这里么．他回答说、还有
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
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
不来、我们必不坐席。
1Sa 16:12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
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
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
你起来膏他。
1Sa 16:13 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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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
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1Sa 16:14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
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1Sa 16:15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
有恶魔从 神那里来扰乱你。
1Sa 16:16 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
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
等 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
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
好了。
1Sa 16:17 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
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
这里来。
1Sa 16:18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
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
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
与他同在。
1Sa 16:19 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
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
子大卫到我这里来。
1Sa 16:20 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
袋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
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
1Sa 16:21 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
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
他就作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1Sa 16:22 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
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
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1Sa 16:23 从
神那里来的恶魔临
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
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
魔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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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大悯。
1Sa 17:2 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
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
非利士人打仗。
1Sa 17:3 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
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
谷。
1Sa 17:4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
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
身高六肘零一虎口．
1Sa 17:5 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
五千舍客勒。
1Sa 17:6 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
背负铜戟．
1Sa 17:7 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
枪头重六百舍客勒．有一个拿盾
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1Sa 17:8 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
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
伍作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么．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么．可以从
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
这里来。
1Sa 17:9 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
死、我们就作你们的仆人．我若
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作我
们的仆人、服事我们。
1Sa 17:10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
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
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
1Sa 17:11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
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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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害怕。
1Sa 17:12 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
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
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
经老迈。
1Sa 17:13 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
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
长子名叫以利押、次子名叫亚比
拿达、三子名叫沙玛。
1Sa 17:14 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
儿子跟随扫罗。
1Sa 17:15 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
利恒、放他父亲的羊。
1Sa 17:16 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
站着、如此四十日。
1Sa 17:17 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
说、你拿一伊法烘了的穗子、和
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
给你哥哥们．
1Sa 17:18 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
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
向他们要一封信来。
1Sa 17:19 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
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
士人打仗。
1Sa 17:20 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
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
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
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
战。
1Sa 17:21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
摆列队伍、彼此相对。
1Sa 17:22 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
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
问他哥哥们安。
1Sa 17:23 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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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就是属迦特的非利士人歌
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
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
1Sa 17:24 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
逃跑、极其害怕。
1Sa 17:25 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
的人、你看见了么．他上来、是
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
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
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
免他父家纳粮当差。
1Sa 17:26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
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
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
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
永生 神的军队骂阵么。
1Sa 17:27 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
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
此如此待他。
1Sa 17:28 大卫的长兄以利押、听见
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
怒、说、你下来作什么呢．在旷
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
意．你下来、特为要看争战。
1Sa 17:29 大卫说、我作了什么呢．
我来岂没有缘故么。
1Sa 17:30 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
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
的话回答他。
1Sa 17:31 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
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
他来。
1Sa 17:32 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
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
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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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
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
1Sa 17:34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
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
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
1Sa 17:35 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
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
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
打死。
1Sa 17:36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
一般。
1Sa 17:37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
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
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罢．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1Sa 17:38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
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
给他穿上铠甲。
1Sa 17:39 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
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
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
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
摘脱了。
1Sa 17:40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
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
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
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1Sa 17:41 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着
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
1Sa 17:42 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
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
红、容貌俊美。
1Sa 17:43 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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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
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
卫。
1Sa 17:44 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
罢、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
田野的走兽吃。
1Sa 17:45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
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
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
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
军队的 神。
1Sa 17:46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
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
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
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
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神．
1Sa 17:47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
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
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
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1Sa 17:48 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
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
往战场跑去。
1Sa 17:49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
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
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
就仆倒、面伏于地。
1Sa 17:50 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
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
手中却没有刀。
1Sa 17:51 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
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
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
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
都逃跑。
1Sa 17:52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
His Faith

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
迦特〔或作该〕和以革伦的城门。
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音的
路上、直到迦特、和以革伦。
1Sa 17:53 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
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
1Sa 17:54 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
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
自己的帐棚里。
1Sa 17:55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
利士人、就问元帅押尼珥说、押
尼珥阿、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
押尼珥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
我不知道。
1Sa 17:56 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
人是谁的儿子。
1Sa 17:57 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
押尼珥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
拿着非利士人的头。
1Sa 17:58 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哪、你
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
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第十八章
1Sa 18:1 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

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
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
的性命。
1Sa 18:2 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
他再回父家。
1Sa 18:3 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
的性命、就与他结盟。
1Sa 18:4 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
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
带、都给了他。
1Sa 18:5 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
去、他都作事精明．扫罗就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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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
无不喜悦。
1Sa 18:6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
18:9
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 太 27:18
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
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
1Sa 18:7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
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1Sa 18:8 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
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1Sa 18:9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
卫。
1Sa 18:10 次日、从
神那里来的恶
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
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
扫罗手里拿着枪。
1Sa 18:11 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
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
卫躲避他两次。
1Sa 18:12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
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
1Sa 18:13 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
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
入。
1Sa 18:14 大卫作事无不精明．耶和
华也与他同在。
1Sa 18:15 扫罗见大卫作事精明、就
甚怕他。
1Sa 18:16 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
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1Sa 18:17 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
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
勇、为耶和华争战。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
的手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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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18:18 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

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
中是何等的家、岂敢作王的女婿
呢。
1Sa 18:19 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
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
拉人亚得列为妻。
1Sa 18:20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
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
1Sa 18:21 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
给大卫、作他的网罗、好藉非利
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
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作我的女
婿。
1Sa 18:22 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
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
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作王的
女婿。
1Sa 18:23 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
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作
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么．我是
贫穷卑微的人。
1Sa 18:24 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
卫所说的、如此如此。
1Sa 18:25 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
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
百非利士人的阳皮、好在王的仇
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
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1Sa 18:26 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
大卫、大卫就欢喜作王的女婿。
日期还没有到、
1Sa 18:27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
前往、杀了二百非利士人、将阳
皮满数交给王、为要作王的女婿。
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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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19:9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

1Sa 18:28 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

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
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
1Sa 19:10 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
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
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
1Sa 19:11 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
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
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
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
1Sa 19:12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
里缒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
1Sa 19:13 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
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
用被遮盖。
1Sa 19:14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米甲说、他病了。
1Sa 19:15 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
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
1Sa 19:16 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
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
1Sa 19:17 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
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
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
走、不然、我要杀你。
1Sa 19:18 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
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
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
约去居住。
1Sa 19:19 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
拉玛的拿约。
1Sa 19:20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
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
打发去的人、也受 神的灵感动
说话。

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
1Sa 18:29 就更怕大卫、常作大卫的
19:12
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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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18:30 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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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作事精明．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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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第十九章
1Sa 19:1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

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
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
1Sa 19:2 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
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
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
1Sa 19:3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
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
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
1Sa 19:4 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
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
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
1Sa 19:5 他拚命杀那非利士人、耶
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
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
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
自己取罪呢。
1Sa 19:6 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
必不杀他。
1Sa 19:7 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
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
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
1Sa 19:8 此后又有争战的事．大卫
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
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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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
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
年祭。
1Sa 20:7 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
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
意要害我。
1Sa 20:8 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
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
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
我交给你父亲呢。
1Sa 20:9 约拿单说、断无此事．我若
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
诉你呢。
1Sa 20:10 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
若用厉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
1Sa 20:11 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且
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1Sa 20:12 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
华以色列的 神为证。明日约在
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
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
打发人告诉你么。
1Sa 20:13 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
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
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与我．愿耶和
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
同在一样。
1Sa 20:14 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
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
死亡．
1Sa 20:15 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
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
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1Sa 20:16 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
盟、说、愿耶和华藉大卫的仇敌
追讨背约的罪。

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
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
感说话。
1Sa 19:22 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
到了西沽的大井、问人说、撒母
耳和大卫在那里呢．有人说、在
拉玛的拿约。
1Sa 19:23 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
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
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
1Sa 19:24 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
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
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
列在先知中么。

第二十章
1Sa 20:1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

来到约拿单那里、对他说、我作
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
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
的性命呢。
1Sa 20:2 约拿单回答说、断然不是．
你必不至死．我父作事、无论大
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
有这事隐瞒我呢．决不如此。
1Sa 20:3 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
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
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
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
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
1Sa 20:4 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
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
1Sa 20:5 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
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
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
1Sa 20:6 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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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20:17 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

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
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
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
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
1Sa 20:30 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
说、你这顽梗背逆之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
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
么。
1Sa 20:31 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
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
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
给我．他是该死的。
1Sa 20:32 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
为什么该死呢．他作了什么呢。
1Sa 20:33 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
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
杀大卫。
1Sa 20:34 于是约拿单气忿忿的从
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
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
愁烦。
1Sa 20:35 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
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
一个童子跟随。
1Sa 20:36 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
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
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
1Sa 20:37 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
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
在你前头么。
1Sa 20:38 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速
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
箭来、回到主人那里。
1Sa 20:39 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
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

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
1Sa 20:18 约拿单对他说、明日是初
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
不在那里。
1Sa 20:19 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
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在以
色磐石那里等候。
1Sa 20:20 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
如同射箭靶一样。
1Sa 20:21 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
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
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
平安无事。
1Sa 20:22 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
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
去的。
1Sa 20:23 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
永远。
1Sa 20:24 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
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
1Sa 20:25 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
约拿单侍立、押尼珥坐在扫罗旁
边．大卫的座位空设。
1Sa 20:26 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
么．他想大卫遇事、偶染不洁．
他必定是不洁。
1Sa 20:27 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
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耶
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
吃饭呢。
1Sa 20:28 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
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
1Sa 20:29 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
His Faith

349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二十章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二十章
1Sa 20:40 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

1Sa 21:7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

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
1Sa 20:41 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
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
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
哭的更恸。
1Sa 20:42 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
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
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
平平安安的去罢。大卫就起身走
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

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
以东人、作扫罗的司牧长。
1Sa 21:8 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
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
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
1Sa 21:9 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
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
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后边．你要
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
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1Sa 21:10 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
逃到迦特王亚吉那里。
1Sa 21:11 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么．那里
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么。
1Sa 21:12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
惧怕迦特王亚吉．
1Sa 21:13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
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
沫流在胡子上。
1Sa 21:14 亚吉对臣仆说、你们看、
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
里来呢．
1Sa 21:15 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
人来在我面前疯癫么．这人岂可
进我的家呢。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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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1Sa 21:1 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

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
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
自来、没有人跟随呢。
1Sa 21:2 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
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
候我。
1Sa 21:3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
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1Sa 21:4 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
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
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1Sa 21:5 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
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
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
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
更是洁净么。
1Sa 21:6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
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
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
饼。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1Sa 22:1 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

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
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
1Sa 22:2 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
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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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
有四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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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22:4 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
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
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
1Sa 22:5 先知迦得对大卫说、你不
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
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1Sa 22:6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
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
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
1Sa 22:7 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
便雅悯人哪、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
赐给你们各人么．能立你们各人
作千夫长百夫长么．
1Sa 22:8 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
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
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
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
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
1Sa 22:9 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
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
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希突的儿
子亚希米勒那里。
1Sa 22:10 亚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
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
士人歌利亚的刀。
1Sa 22:11 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希
突的儿子亚希米勒、和他父亲的
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召

了来．他们就来见王。
1Sa 22:12 扫罗说、亚希突的儿子、
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阿、
我在这里。
1Sa 22:13 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
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
刀给他、又为他求问 神、使他
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
1Sa 22:14 亚希米勒回答王说、王的
臣仆中、有谁比大卫信实a呢．他
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
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
1Sa 22:15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
问 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
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
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
1Sa 22:16 王说、亚希米勒阿、你和
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1Sa 22:17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
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
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
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
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1Sa 22:18 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
司罢。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
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八
十五人。
1Sa 22:19 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
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
驴、尽都杀灭。
1Sa 22:20 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
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
到大卫那里。
1Sa 22:21 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
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
a 1Sa 22:14 信实 /m*a$n\ 和合本译作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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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22:22 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

1Sa 23:9 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

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
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
都是因我的缘故。
1Sa 22:23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
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
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
全。

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
拿过来。
1Sa 23:10 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
列的 神阿、你仆人听真了扫罗
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
1Sa 23:11 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
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
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阿、求你指示仆人．耶和
华说、扫罗必下来。
1Sa 23:12 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
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
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
1Sa 23:13 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六
百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
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
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
扫罗不出来了。
1Sa 23:14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
寻索大卫、 神却不将大卫交在
他手里。
1Sa 23:15 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
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
树林里。
1Sa 23:16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
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
神得以坚固．
1Sa 23:17 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
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
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
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
1Sa 23:18 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
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
单回家去了。

第二十三章
1Sa 23:1 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

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
1Sa 23:2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
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
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
1Sa 23:3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
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
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
旅呢。
1Sa 23:4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
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
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1Sa 23:5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
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
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
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1Sa 23:6 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
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
拿着以弗得。
1Sa 23:7 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
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
有闩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
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
1Sa 23:8 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
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
随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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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
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
拉山藏着么。
1Sa 23:20 王阿、请你随你的心愿下
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
里。
1Sa 23:21 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与
你们．因你们顾恤我。
1Sa 23:22 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
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
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
1Sa 23:23 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
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
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
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
1Sa 23:24 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
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却在玛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
1Sa 23:25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
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
到磐石、住在玛云的旷野。扫罗
听见、便在玛云的旷野追赶大卫。
1Sa 23:26 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
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
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
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
人、要拿获他们。
1Sa 23:27 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
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
去。
1Sa 23:28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
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
叫西拉哈玛希罗结。
1Sa 23:29 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
基底的山寨里。
His Faith

1Sa 24:1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
旷野。
1Sa 24:2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
三千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
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1Sa 24:3 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
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
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1Sa 24:4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
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
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
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1Sa 24:5 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
割下扫罗的衣襟．
1Sa 24:6 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
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
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
耶和华的受膏者。
1Sa 24:7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
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
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1Sa 24:8 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
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
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
于地下拜。
1Sa 24:9 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
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
呢．
1Sa 24:10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
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
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
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
华的受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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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
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
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
命、我却没有得罪你。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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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
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1Sa 24:13 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
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1Sa 24:14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
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
狗、一个虼蚤就是了。
1Sa 24:15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
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
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
1Sa 24:16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
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
么．就放声大哭．
1Sa 24:17 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
1Sa 24:18 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
却没有杀我。
1Sa 24:19 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
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
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1Sa 24:20 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
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
1Sa 24:21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
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
父家不灭没我的名。
1Sa 24:22 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
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上山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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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 25:1 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

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
他自己的坟墓里。〔坟墓原文作房
屋〕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
1Sa 25:2 在玛云有一个人、他的产
业在迦密*．是一个大富户、有三
千绵羊、一千山羊、他正在迦密
剪羊毛。
1Sa 25:3 那人名叫拿八、是迦勒族
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
明俊美的妇人．拿八为人刚愎凶
恶。
1Sa 25:4 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八剪
羊毛。
1Sa 25:5 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
咐他们、说、你们上迦密去、见
拿八、提我的名问他安。
1Sa 25:6 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
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
有的都平安。
1Sa 25:7 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
毛．你的牧人在迦密的时候、和
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
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
1Sa 25:8 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
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
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
求你随手取点赐与仆人、和你儿
子大卫。
1Sa 25:9 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
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八、就住
了口。
1Sa 25:10 拿八回答大卫的仆人说、
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
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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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
那里来的人呢。
1Sa 25:12 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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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
1Sa 25:13 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
们各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
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
上去的约有四百人．留下二百人
看守器具。
1Sa 25:14 有拿八的一个仆人告诉
拿八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
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
却辱骂他们。
1Sa 25:15 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
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
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
什么。
1Sa 25:16 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
时候、他们昼夜作我们的保障。
1Sa 25:17 所以你当筹画、看怎样行
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
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
人敢与他说话。
1Sa 25:18 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两
皮袋酒、五只收拾好了的羊、五
细亚烘好了的穗子、一百葡萄饼、
二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
1Sa 25:19 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
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
诉丈夫拿八。
1Sa 25:20 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
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
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
1Sa 25:21 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
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

落、实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恶
报善。
1Sa 25:22 凡属拿八的男丁、我若留
一个到明日早晨、愿 神重重降
罚与我。
1Sa 25:23 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
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
1Sa 25:24 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
我主阿、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
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
1Sa 25:25 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八、
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
拿八、〔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
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
婢女并没有看见。
1Sa 25:26 我主阿、耶和华既然阻止
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
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
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八一样。
1Sa 25:27 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
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
1Sa 25:28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
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
我主为耶和华争战．并且在你平
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1Sa 25:29 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
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
你的 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
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
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
1Sa 25:30-31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
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
应许你的话赐福与你、立你作以
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
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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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与我主的时候、求你记念婢女。
1Sa 25:32 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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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
1Sa 25:33 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
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
人的血。
1Sa 25:34 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
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 神起
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
明日早晨、凡属拿八的男丁、必
定不留一个。
1Sa 25:35 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
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
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
的回家罢。
1Sa 25:36 亚比该到拿八那里、见他
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
拿八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
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
早晨。
1Sa 25:37 到了早晨、拿八醒了酒、
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
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
1Sa 25:38 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
八、他就死了。
1Sa 25:39 大卫听见拿八死了、就说、
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八
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
也使拿八的恶归到拿八的头上。
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
要娶他为妻。
1Sa 25:40 大卫的仆人到了迦密见
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
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
1Sa 25:41 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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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情愿作婢女、洗我主仆人
的脚。
1Sa 25:42 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
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
去了、就作了大卫的妻。
1Sa 25:43 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
希暖．他们二人都作了他的妻。
1Sa 25:44 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
就是大卫的妻、给了迦琳人、拉
亿的儿子帕提为妻。

第二十六章
1Sa 26:1 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

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
山藏着么。
1Sa 26:2 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
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弗
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
1Sa 26:3 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
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
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
1Sa 26:4 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
扫罗果然来到。
1Sa 26:5 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
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珥
的儿子押尼珥睡卧之处．扫罗睡
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
1Sa 26:6 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
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
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
1Sa 26:7 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
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
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
押尼珥和百姓睡在他周围。
1Sa 26:8 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
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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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
者而无罪呢。
1Sa 26:10 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
1Sa 26:11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
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
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
1Sa 26:12 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
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
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
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
们沉沉的睡了。
1Sa 26:13 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的
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
1Sa 26:14 大卫呼叫百姓、和尼珥的
儿子押尼珥、说、押尼珥阿、你
为何不答应呢．押尼珥说、你是
谁、竟敢呼叫王呢。
1Sa 26:15 大卫对押尼珥说、你不是
个勇士么．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
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
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
1Sa 26:16 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
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
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那里。
1Sa 26:17 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
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
么．大卫说、主我的王阿、是我
的声音。

1Sa 26:18 又说、我作了什么．我手

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
呢。
1Sa 26:19 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
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
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
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
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
的产业上有分、说、你去事奉别
神罢。
1Sa 26:20 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
流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
王出来、是寻找一个虼蚤、如同
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
1Sa 26:21 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
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
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
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
1Sa 26:22 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
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
1Sa 26:23 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
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
受膏者．耶和华必照各人的公义
信实a报应他。
1Sa 26:24 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
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1Sa 26:25 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
愿你得福．你必作大事、也必得
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
本处去了。

第二十七章
1Sa 27:1 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

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
a 1Sa 26:23 信实 w{tn`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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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
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
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1Sa 27:2 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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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迦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
连各人的眷属、都住在迦特亚吉
那里。
1Sa 27:4 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
到迦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
1Sa 27:5 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
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外的城邑中、
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
王同住京都呢。
1Sa 27:6 当日亚吉将洗革拉赐给他．
因此洗革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
1Sa 27:7 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
零四个月。
1Sa 27:8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
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力人
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
书珥直到埃及。
1Sa 27:9 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
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
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
吉。
1Sa 27:10 亚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
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
大的南方、耶拉篾的南方、基尼
的南方。
1Sa 27:11 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
一个、带到迦特来．他说、恐怕
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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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
样行。
1Sa 27:12 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
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
以他必永远作我的仆人了。

第二十八章
1Sa 28:1 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

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
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
都要随我出战。
1Sa 28:2 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
作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
说、这样、我立你永远作我的护
卫长。
1Sa 28:3 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
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
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
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
1Sa 28:4 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
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
基利波安营。
1Sa 28:5 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
就惧怕、心中发颤。
1Sa 28:6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
却不藉梦、或乌陵*、或先知、回
答他。
1Sa 28:7 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
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
臣仆说、在隐多珥有一个交鬼的
妇人。
1Sa 28:8 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
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
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
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
我招上来。
1Sa 28:9 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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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
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
1Sa 28:10 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
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
1Sa 28:11 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
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
1Sa 28:12 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
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
什么欺哄我呢。
1Sa 28:13 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
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
1Sa 28:14 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
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
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
身、脸伏于地下拜。
1Sa 28:15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
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
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
攻击我、 神也离开我、不再藉
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
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
1Sa 28:16 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
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
呢。
1Sa 28:17 耶和华照他藉我说的话、
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与别
人、就是大卫。
1Sa 28:18 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
命令、他恼怒亚玛力人、你没有
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
这样行。
1Sa 28:19 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
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
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
His Faith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
非利士人手里。
1Sa 28:20 扫罗猛然仆倒、挺身在地．
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
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
力。
1Sa 28:21 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
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
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
所吩咐的。
1Sa 28:22 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
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
了、可以有气力行路。
1Sa 28:23 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
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
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
坐在床上。
1Sa 28:24 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
肥牛犊宰了．又拿面抟成无酵饼、
烤了．
1Sa 28:25 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
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

第二十九章
1Sa 29:1 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

到亚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
旁安营。
1Sa 29:2 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
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同着亚吉、跟在
后边。
1Sa 29:3 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
希伯来人在这里作什么呢。亚吉
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
的臣子大卫么．他在我这里有些
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
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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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攻破洗革拉、用火焚烧．
1Sa 30:2 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
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
带着走了。
1Sa 30:3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
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
子儿女、都被掳去了。
1Sa 30:4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
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
1Sa 30:5 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
亚希暖、和作过拿八妻的迦密人
亚比该、也被掳去了。
1Sa 30:6 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
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
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
神、心里坚固。
1Sa 30:7 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
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得拿
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得拿到
大卫面前。
1Sa 30:8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
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
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1Sa 30:9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
百人来到比梭溪．有不能前去的、
就留在那里。
1Sa 30:10 大卫却带着四百人、往前
追赶．有二百人疲乏、不能过比
梭溪、所以留在那里。
1Sa 30:11 这四百人在田野遇见一
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
给他饼吃、给他水喝．
1Sa 30:12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
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
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

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
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
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
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和
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
么。
1Sa 29:5 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
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
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么。
1Sa 29:6 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
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
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
首领不喜悦你。
1Sa 29:7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
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
你。
1Sa 29:8 大卫对亚吉说、我作了什
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
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
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1Sa 29:9 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
前是好人、如同 神的使者一般．
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
可同我们出战。
1Sa 29:10 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
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
来、等到天亮回去罢。
1Sa 29:11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
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

第三十章
1Sa 30:1 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洗革拉．亚玛力人已经侵夺
撒母耳记上 (撒上) 1Sa 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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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
他们．只将他们各人的妻子儿女
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
1Sa 30:23 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
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
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
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
1Sa 30:24 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
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
少．应当大家平分。
1Sa 30:25 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
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
1Sa 30:26 大卫到了洗革拉、从掠物
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
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
的、送你们为礼物。
1Sa 30:27 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
南地拉末的、雅提珥的．
1Sa 30:28 住亚罗珥的、息末的、以
实提莫的．
1Sa 30:29 住拉哈勒的、耶拉篾各城
的、基尼各城的．
1Sa 30:30 住何珥玛的、歌拉珊的、
亚挞的．
1Sa 30:31 住希伯仑的、并大卫和跟
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

1Sa 30:13 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

你是那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
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力人的奴
仆．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
把我撇弃了。
1Sa 30:14 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
方和属犹大的地、并迦勒地的南
方．又用火烧了洗革拉。
1Sa 30:15 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
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
要向我指着 神起誓、不杀我、
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
领你下到敌军那里。
1Sa 30:16 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
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
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
甚多。
1Sa 30:17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
上、击杀他们．除了四百骑骆驼
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
1Sa 30:18 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
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
妻来。
1Sa 30:19 凡亚玛力人所掳去的、无
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
回来、没有失落一个。
1Sa 30:20 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
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
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
1Sa 30:21 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
随、留在比梭溪的二百人那里．
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
大卫前来问他们安。
1Sa 30:22 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
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
His Faith

第三十一章
1Sa 31:1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有被杀仆倒的。
1Sa 31:2 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
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亚比拿达、麦基舒亚。
1Sa 31:3 势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
追上、射伤甚重。
1Sa 31:4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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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
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
1Sa 31:5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伏在刀上死了。
1Sa 31:6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
人、都一同死亡。
1Sa 31:7 住平原那边并约但河西的
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
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1Sa 31:8 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
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
儿子仆倒在基利波山．
1Sa 31:9 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
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
境、〔到或作送到〕报信与他们庙
里的偶像、和众民。
1Sa 31:10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
斯他录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
珊的城墙上。
1Sa 31:11 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
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
1Sa 31:12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
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
子的尸身从伯珊城墙上取下来、
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
1Sa 31:13 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
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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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那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
力客人的儿子。
2Sa 1:14 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
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
2Sa 1:15 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
说、你去杀他罢。
2Sa 1:16 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
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
口作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
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2Sa 1:17 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和他
儿子约拿单．
2Sa 1:18 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
这歌名叫弓歌、写在雅煞珥书上。
2Sa 1:19 歌中说、以色列阿、你尊荣
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
2Sa 1:20 不要在迦特报告、不要在
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
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
的女子矜夸。
2Sa 1:21 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
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
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
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
抹油。
2Sa 1:22 约拿单的弓箭、非流敌人
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剖
勇士的油不收回。
2Sa 1:23 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
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
更快、比狮子还强。
2Sa 1:24 以色列的女子阿、当为扫
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
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妆饰。
2Sa 1:25 英雄何竟在阵上仆倒．约
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

(撒下) 2Sa

第一章
2Sa 1:1 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

力人回来、在洗革拉住了两天．
2Sa 1:2 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
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
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
2Sa 1:3 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2Sa 1:4 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
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
阵上逃跑、也有许多人仆倒死亡、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也死了。
2Sa 1:5 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
单死了呢。
2Sa 1:6 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
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
上、有战车、马兵、紧紧的追他。
2Sa 1:7 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
我说、我在这里．
2Sa 1:8 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
说、我是亚玛力人．
2Sa 1:9 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
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
2Sa 1:10 我准知他仆倒必不能活、
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
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
2Sa 1:11 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
的人也是如此。
2Sa 1:12 而且悲哀、哭号、禁食到晚
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
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
在刀下。
2Sa 1:13 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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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
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
2Sa 1:27 英雄何竟仆倒、战具何竟
灭没。

第二章
2Sa 2:1 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

2:1
求问:
创 25:22
民 27:21
士 1:1
撒上
22:10

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么．耶和
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
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仑
去。
2Sa 2:2 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
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
作过迦密人拿八妻的亚比该、都
上那里去了。
2Sa 2:3 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
他们各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
住在希伯仑的城邑中。
2Sa 2:4 犹大人来到希伯仑、在那里
膏大卫作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
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雅
比人。
2Sa 2:5 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
人、对他们说、你们厚待你们的
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
福与你们。
2Sa 2:6 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
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
厚待你们。
2Sa 2:7 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
犹大家已经膏我作他们的王、所
以你们要刚强奋勇。
2Sa 2:8 扫罗的元帅尼珥的儿子押
尼珥、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
带过河到玛哈念．
2Sa 2:9 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书利、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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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
色列众人。
2Sa 2:10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
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
二年．惟独犹大家归从大卫。
2Sa 2:11 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家的
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2Sa 2:12 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扫
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仆人、从玛
哈念出来、往基遍去。
2Sa 2:13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
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
他们相遇．一班坐在池这边、一
班坐在池那边。
2Sa 2:14 押尼珥对约押说、让少年
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罢．约
押说、可以．
2Sa 2:15 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
儿子伊施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
十二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
名。
2Sa 2:16 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
仆倒．所以那地叫作希利甲哈素
林、就在基遍。
2Sa 2:17 那日的战事凶猛、押尼珥
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
前。
2Sa 2:18 在那里有洗鲁雅的三个儿
子、约押、亚比筛、亚撒黑．亚撒
黑脚快如野鹿一般。
2Sa 2:19 亚撒黑追赶押尼珥、直追
赶他不偏左右。
2Sa 2:20 押尼珥回头说、你是亚撒
黑么、回答说、是。
2Sa 2:21 押尼珥对他说、你或转向
左、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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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
开不追赶他。
2Sa 2:22 押尼珥又对亚撒黑说、你
转开不追赶我罢、我何必杀你呢．
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
呢。
2Sa 2:23 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
押尼珥就用枪鐏刺入他的肚腹、
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
那里仆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
仆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
2Sa 2:24 约押和亚比筛追赶押尼珥、
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
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
2Sa 2:25 便雅悯人聚集、跟随押尼
珥站在一个山顶上。
2Sa 2:26 押尼珥呼叫约押、说、刀剑
岂可永远杀人么．你岂不知终久
必有苦楚么．你要等何时才叫百
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
2Sa 2:27 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
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
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
兄了。
2Sa 2:28 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
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
仗了。
2Sa 2:29 押尼珥和跟随他的人、整
夜经过亚拉巴、过约但河走过毕
伦、到了玛哈念。
2Sa 2:30 约押追赶押尼珥回来、聚
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
十九个人、和亚撒黑。
2Sa 2:31 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
人、和跟随押尼珥的人、共三百
六十名。
His Faith

2Sa 2:32 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

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
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
候到了希伯仑。

第三章
2Sa 3:1 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

大卫家日见强盛、扫罗家日见衰
弱。
2Sa 3:2 大卫在希伯仑、得了几个儿
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
暖所生的．
2Sa 3:3 次子基利押、〔基利押历代上
三章一节作但以利〕是作过迦密人
拿八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押
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迦
所生的．
2Sa 3:4 四子亚多尼雅、是哈及所生
的．五子示法提雅、是亚比他所
生的．
2Sa 3:5 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
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
都是在希伯仑生的。
2Sa 3:6 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的时
候、押尼珥在扫罗家大有权势。
2Sa 3:7 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
是爱亚的女儿．一日、伊施波设
对押尼珥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
妃嫔同房呢。
2Sa 3:8 押尼珥因伊施波设的话、
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
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
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
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
我么。
2Sa 3:9-10 我若不照着耶和华起誓
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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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
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
神重重的降罚与我。
2Sa 3:11 伊施波设惧怕押尼珥、不
敢回答一句。
2Sa 3:12 押尼珥打发人去见大卫、
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
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
列人都归服你。
2Sa 3:13 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
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
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
不得见我的面。
2Sa 3:14 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
儿子伊施波设、说、你要将我的
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一
百非利士人的阳皮所聘定的。
2Sa 3:15 伊施波设就打发人去、将
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
那里接回来。
2Sa 3:16 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
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琳．押尼
珥说、你回去罢。帕铁就回去了。
2Sa 3:17 押尼珥对以色列长老说、
从前你们愿意大卫作王治理你
们．
2Sa 3:18 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
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
藉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
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
2Sa 3:19 押尼珥也用这话、说给便
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仑、将以色
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
的事、说给大卫听。
2Sa 3:20 押尼珥带着二十个人、来
到希伯仑见大卫．大卫就为押尼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三章

珥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
2Sa 3:21 押尼珥对大卫说、我要起
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
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
心愿作王．于是大卫送押尼珥去、
押尼珥就平平安安的去了。
2Sa 3:22 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
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押尼
珥不在希伯仑大卫那里、因大卫
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
了。
2Sa 3:23 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
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珥的儿子
押尼珥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
平平安安的去了。
2Sa 3:24 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作
什么呢、押尼珥来见你、你为何
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
2Sa 3:25 你当晓得尼珥的儿子押尼
珥来、是要诓哄你、要知道你的
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
2Sa 3:26 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
打发人去追赶押尼珥、在西拉井
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
知道。
2Sa 3:27 押尼珥回到希伯仑、约押
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
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
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
亚撒黑的仇。
2Sa 3:28 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珥
的儿子押尼珥的血、这罪在耶和
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
2Sa 3:29 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
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
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痲疯的、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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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柺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
饮食的。
2Sa 3:30 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
押尼珥、是因押尼珥在基遍争战
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
2Sa 3:31 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
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
束麻布、在押尼珥棺前哀哭．大
卫王也跟在棺后。
2Sa 3:32 他们将押尼珥葬在希伯仑．
王在押尼珥的墓旁放声而哭．众
民也都哭了。
2Sa 3:33 王为押尼珥举哀、说、押尼
珥何竟像愚顽人死呢。
2Sa 3:34 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
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
一样．于是众民又为押尼珥哀哭。
2Sa 3:35 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
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
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
别物、愿 神重重的降罚与我。
2Sa 3:36 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
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
2Sa 3:37 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
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并非出于王
意。
2Sa 3:38 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
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作元
帅的大丈夫么。
2Sa 3:39 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
是软弱．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
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
的恶报应他。

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
2Sa 4:2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两
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
是便雅悯支派、比录人临门的儿
子．比录也属便雅悯。
2Sa 4:3 比录人早先逃到基他音、
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
2Sa 4:4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
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
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
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
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
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
2Sa 4:5 一日、比录人临门的两个儿
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
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伊
施波设正睡午觉。
2Sa 4:6 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
子、就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逃
跑了。
2Sa 4:7 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施波
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
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
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
2Sa 4:8 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
伯仑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
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
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
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
后裔的身上报了仇。
2Sa 4:9 大卫对比录人临门的儿子
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
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
和华起誓、
2Sa 4:10 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
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

第四章
2Sa 4:1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见

押尼珥死在希伯仑、手就发软．
His Faith

367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四章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四章

拿住他、将他杀在洗革拉、这就
作了他报消息的赏赐．
2Sa 4:11 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
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
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
2Sa 4:12 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
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
希伯仑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
首级、葬在希伯仑押尼珥的坟墓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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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Sa 5:1 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仑

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2Sa 5:2 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
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
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
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
2Sa 5:3 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
希伯仑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仑
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
膏大卫作以色列的王。
2Sa 5:4 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
在位四十年。
2Sa 5:5 在希伯仑作犹大王七年零
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
犹大王三十三年。
2Sa 5:6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
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
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
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
地方．心里想大卫决不能进去。
2Sa 5:7 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
就是大卫的城。
2Sa 5:8 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
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
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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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
屋去。
2Sa 5:9 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
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内、
周围筑墙。
2Sa 5:10 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
华万军之 神与他同在。
2Sa 5:11 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
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
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2Sa 5:12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
作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
列使他的国兴旺。
2Sa 5:13 大卫离开希伯仑之后、在
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
2Sa 5:14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
是沙母亚、朔罢、拿单、所罗门、
2Sa 5:15 益辖、以利书亚、尼斐、雅
非亚、
2Sa 5:16 以利沙玛、以利雅大、以利
法列。
2Sa 5:17 非利士人听见人膏大卫作
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
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
2Sa 5:18 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
乏音谷。
2Sa 5:19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
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么．你将他
们交在我手里么．耶和华说、你
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
你手里。
2Sa 5:20 大卫来到巴力毗拉心、在
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
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
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力毗拉
心。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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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
2Sa 5:22 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
利乏音谷。
2Sa 5:23 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
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
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2Sa 5:24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
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
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
利士人的军队。
2Sa 5:25 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
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迦巴
直到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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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2Sa 6:1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

挑选的人三万。
2Sa 6:2 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
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 神的
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
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
约柜。
2Sa 6:3 他们将
神的约柜、从冈上
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
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
和亚希约赶这新车。
2Sa 6:4 他们将
神的约柜、从冈上
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
希约在柜前行走。
2Sa 6:5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
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
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
跳舞。
2Sa 6:6 到了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
前蹄、〔或作惊跳〕乌撒就伸手扶
住 神的约柜。
His Faith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
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 神的
约柜旁。
2Sa 6:8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原文作
闯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
方为毗列斯乌撒、直到今日。
2Sa 6:9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
来。
2Sa 6:10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
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迦特
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2Sa 6:11 耶和华的约柜在迦特人俄
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
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2Sa 6:12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
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
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
欢欢喜喜的将 神的约柜、从俄
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
2Sa 6:13 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
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
2Sa 6:14 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
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2Sa 6:15 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
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
抬上来。
2Sa 6:16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
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
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
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
2Sa 6:17 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
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
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
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2Sa 6:18 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
2Sa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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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
福．
2Sa 6:19 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
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
了。
2Sa 6:20 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
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
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
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
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阿。
2Sa 6:21 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
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
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
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
耶和华面前跳舞。
2Sa 6:22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
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
们倒要尊敬我。
2Sa 6:23 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
日、没有生养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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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2Sa 7:1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

他安靖、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2Sa 7:2 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
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神
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2Sa 7:3 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
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
在。
2Sa 7:4 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
说、
2Sa 7:5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
给我居住呢。
2Sa 7:6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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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
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2Sa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
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
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
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
柏木的殿宇呢。
2Sa 7:8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
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
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2Sa 7:9 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常与你
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
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
的人一样。
2Sa 7:10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
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
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2Sa 7:11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
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
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
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2Sa 7:12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
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
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2Sa 7:13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2Sa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
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
2Sa 7:15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
一样。
2Sa 7:16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
〔原文作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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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2Sa 7:17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
默示、告诉大卫。
2Sa 7:18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
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阿、我是
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
这地步呢。
2Sa 7:19 主耶和华阿、这在你眼中
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
于久远。主耶和华阿、这岂是人
所常遇的事么。
2Sa 7:20 主耶和华阿、我还有何言
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
仆人。
2Sa 7:21 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
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
心意。
2Sa 7:22 主耶和华阿、你本为大．照
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
你以外再无 神。
2Sa 7:23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
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作自
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
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
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
2Sa 7:24 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
作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
也作了他们的 神。
2Sa 7:25 耶和华
神阿、你所应许
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
2Sa 7:26 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
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
的 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
必在你面前坚立。
2Sa 7:27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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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阿、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
胆向你如此祈祷。
2Sa 7:28 主耶和华阿、惟有你是
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
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2Sa 7:29 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阿、
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
与仆人的家。

第八章
2Sa 8:1 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

把他们治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
京城的权柄。〔原文作母城的嚼
环〕
2Sa 8:2 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

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
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
归服大卫、给他进贡。
2Sa 8:3 琐巴王利合的儿子哈大底
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
2Sa 8:4 擒拿了他的马兵一千七百、
步兵二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
筋、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2Sa 8:5 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琐
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
人二万二千。
2Sa 8:6 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
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
他进贡。大卫无论往那里去、耶
和华都使他得胜。
2Sa 8:7 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
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
2Sa 8:8 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
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
371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八章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八章

多的铜。
2Sa 8:9 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
哈大底谢的全军、
2Sa 8:10 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
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
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
与哈大底谢常常争战。约兰带了
金银铜的器皿来。
2Sa 8:11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
治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
为圣献给耶和华．
2Sa 8:12 就是从亚兰、摩押、亚扪、
非利士、亚玛力人所得来的、以
及从琐巴王利合的儿子哈大底
谢所掠之物。
2Sa 8:13 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
〔或作以东见诗篇六十篇诗题〕一万
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
2Sa 8:14 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
往那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2Sa 8:15 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2Sa 8:16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作元帅．
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作史官．
2Sa 8:17 亚希突的儿子撒督、和亚
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作祭司
长、西莱雅作书记．
2Sa 8:18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
卫的众子都作领袖。

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
说、你是洗巴么、回答说、仆人
是。
2Sa 9:3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
我要照 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
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
是瘸腿的。
2Sa 9:4 王说、他在那里．洗巴对王
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
吉家里。
2Sa 9:5 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
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家里
召了他来。
2Sa 9:6 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
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
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
仆人在此。
2Sa 9:7 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
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与
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
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
饭。
2Sa 9:8 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
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
这样眷顾。
2Sa 9:9 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
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
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
2Sa 9:10 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
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
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
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
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
2Sa 9:11 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
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
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

第九章
2Sa 9:1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

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
故向他施恩。
2Sa 9:2 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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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的儿子一样。
2Sa 9:12 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
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
都作了米非波设的仆人。
2Sa 9:13 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
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
是瘸的。

琐巴与利合的亚兰人、陀伯人、
并玛迦人、另在郊野摆阵。
2Sa 10:9 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
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2Sa 10:10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
比筛、对着亚扪人摆阵。
2Sa 10:11 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
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
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
2Sa 10:12 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
民和 神的城邑作大丈夫．愿耶
和华凭他的意旨而行。
2Sa 10:13 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
面前逃跑。
2Sa 10:14 亚扪人见亚兰人逃跑、他
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
押就离开亚扪人那里、回耶路撒
冷去了。
2Sa 10:15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
人打败、就又聚集。
2Sa 10:16 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
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希
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
们。
2Sa 10:17 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
以色列众人、过约但河来到希兰。
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
2Sa 10:18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
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
的人、四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
将军朔法。
2Sa 10:19 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
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
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

第十章
2Sa 10:1 此后、亚扪人的王死了、他

儿子哈嫩接续他作王。
2Sa 10:2 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
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
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扪人的
境内。
2Sa 10:3 但亚扪人的首领对他们的
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么．他差臣
仆来不是详察窥探、要倾覆这城
么。
2Sa 10:4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
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
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
们回去。
2Sa 10:5 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
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
2Sa 10:6 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
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合的亚兰
人、和琐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
与玛迦王的人一千、陀伯人一万
二千。
2Sa 10:7 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
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2Sa 10:8 亚扪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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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
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
王面前起誓、〔原文作我指着王和
王的性命起誓〕我决不行这事。
2Sa 11:12 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
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
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
路撒冷。
2Sa 11:13 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
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
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
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
2Sa 11:14 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
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
2Sa 11:15 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
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
退后、使他被杀。
2Sa 11:16 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
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
那里。
2Sa 11:17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
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
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2Sa 11:18 于是、约押差人去将争战
的一切事、告诉大卫．
2Sa 11:19 又嘱咐使者说、你把争战
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
2Sa 11:20 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
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
敌人必从城上射箭么。
2Sa 11:21 从前打死耶路比设〔就是
耶路巴力见士师记九章一节〕儿子
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
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
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备斯么．
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

第十一章
2Sa 11:1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

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
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
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
在耶路撒冷。
2Sa 11:2 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
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
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2Sa 11:3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
谁．有人说、他是以连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
2Sa 11:4 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
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
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
2Sa 11:5 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
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
2Sa 11:6 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
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
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
2Sa 11:7 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
好、也问兵好、又问争战的事怎
样。
2Sa 11:8 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
去、洗洗脚罢。乌利亚出了王宫、
随后王送他一分食物。
2Sa 11:9 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
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
2Sa 11:10 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
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
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
呢。
2Sa 11:11 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
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
我主约押、和我主〔或作王〕的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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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2Sa 11:22 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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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
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
2Sa 11:24 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
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
了。
2Sa 11:25 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
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
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
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
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
2Sa 11:26 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
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
2Sa 11:27 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
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作了大卫
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
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
悦。

第十二章
2Sa 12:1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

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
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
一个是穷人。
2Sa 12:2 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2Sa 12:3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
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
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
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
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
一样。
2Sa 12:4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
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
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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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2Sa 12:5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
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行这事的人该死．
2Sa 12:6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
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
2Sa 12:7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
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
扫罗的手．
2Sa 12:8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
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
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
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
2Sa 12:9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
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
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
又娶了他的妻为妻。
2Sa 12:10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
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
离开你的家。
2Sa 12:11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
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
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
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
2Sa 12:12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
报应你。
2Sa 12:13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
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
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2Sa 12:14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
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
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2Sa 12:15 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
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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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
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
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
加忧伤么。
2Sa 12:19 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
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
孩子死了么．他们说、死了。
2Sa 12:20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
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
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
他便吃了。
2Sa 12:21 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
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
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
吃饭。
2Sa 12:22 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
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
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
知。
2Sa 12:23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
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
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2Sa 12:24 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
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
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
2Sa 12:25 就藉先知拿单赐他一个
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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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他。
2Sa 12:26 约押攻取亚扪人的京城

拉巴。
2Sa 12:27 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

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
2Sa 12:28 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
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
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
2Sa 12:29 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
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
2Sa 12:30 夺了亚扪人之王所戴的
金冠冕．〔王或作玛勒堪玛勒堪即米
勒公又名摩洛*亚扪族之神名〕其上
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嵌着宝
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
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2Sa 12:31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
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
叫他经过砖窑．〔或作强他们用锯
或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作工或使
在砖窑里服役〕大卫待亚扪各城

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
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第十三章
2Sa 13:1 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有一个

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
儿子暗嫩爱他。
2Sa 13:2 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
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
向他行事。
2Sa 13:3 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
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
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2Sa 13:4 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阿、
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
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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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的妹子他玛。
2Sa 13:5 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
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
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
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
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2Sa 13:6 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
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
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作两个饼、
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2Sa 13:7 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
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
去、为他预备食物。
2Sa 13:8 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
里．暗嫩正躺卧。他玛抟面、在
他眼前作饼、且烤熟了。
2Sa 13:9 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
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
离开我出去罢．众人就都离开他
出去了。
2Sa 13:10 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
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
吃．他玛就把所作的饼、拿进卧
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
2Sa 13:11 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
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
我同寝。
2Sa 13:12 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
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
你不要作这丑事。
2Sa 13:13 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
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
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
禁止我归你。
2Sa 13:14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
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
His Faith

2Sa 13:15 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

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
对他说、你起来去罢。
2Sa 13:16 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
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2Sa 13:17 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
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他一出
去、你就关门上闩。
2Sa 13:18 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
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
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
闩。
2Sa 13:19 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
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
行走、一面哭喊。
2Sa 13:20 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莫
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么。我
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
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
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押
沙龙家里。
2Sa 13:21 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
怒。
2Sa 13:22 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
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
妹他玛、所以押沙龙恨恶他。
2Sa 13:23 过了二年、在靠近以法莲
的巴力夏琐、有人为押沙龙剪羊
毛．押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2Sa 13:24 押沙龙来见王、说、现在
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
的臣仆、与仆人同去。
2Sa 13:25 王对押沙龙说、我儿、我
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
押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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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他祝福。
2Sa 13:26 押沙龙说、王若不去、求
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
必要他去呢。
2Sa 13:27 押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
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2Sa 13:28 押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
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
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
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
们的么。你们只管壮胆奋勇。
2Sa 13:29 押沙龙的仆人就照押沙
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
众子都起来、各人骑上骡子、逃
跑了。
2Sa 13:30 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
到大卫那里、说、押沙龙将王的
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
2Sa 13:31 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
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
服、站在旁边。
2Sa 13:32 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
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
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
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押沙
龙妹子他玛的那日、押沙龙就定
意杀暗嫩了。
2Sa 13:33 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
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
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
2Sa 13:34 押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
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
坡的路上来。
2Sa 13:35 约拿达对王说、看哪、王
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
说的相合。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十四章

2Sa 13:36 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

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
哭得甚恸。
2Sa 13:37 押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
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
天为他儿子悲哀。
2Sa 13:38 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
住了三年。
2Sa 13:39 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
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

第十四章
2Sa 14:1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

王心里想念押沙龙、
2Sa 14:2 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从
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
他说、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
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
者许久悲哀的妇人．
2Sa 14:3 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
说。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
妇人。
2Sa 14:4 提哥亚妇人到王面前、伏
地叩拜、说、王阿、求你拯救。
2Sa 14:5 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
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
夫死了。
2Sa 14:6 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
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
死那个。
2Sa 14:7 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
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
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
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
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
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
2Sa 14:8 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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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为你下令。
2Sa 14:9 提哥亚妇人又对王说、我
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
与王和王的位无干。
2Sa 14:10 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
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
你。
2Sa 14:11 妇人说、愿王记念耶和华
你的 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
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
在地上。
2Sa 14:12 妇人说、求我主我王、容
婢女再说一句话．王说、你说罢。
2Sa 14:13 妇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
害 神的民呢．王不使那逃亡的
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
错了。
2Sa 14:14 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
泼在地上、不能收回． 神并不
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
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
2Sa 14:15 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
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
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
婢女所求的。
2Sa 14:16 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
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
救我脱离他的手．
2Sa 14:17 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
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
是非、如同 神的使者一样．惟
愿耶和华你的 神与你同在。
2Sa 14:18 王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
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说、
His Faith

愿我主我王说。
2Sa 14:19 王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
押的主意么。妇人说、我敢在我
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
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
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
2Sa 14:20 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
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
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
2Sa 14:21 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
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
龙带回来。
2Sa 14:22 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
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
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
眼前蒙恩了。
2Sa 14:23 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
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
2Sa 14:24 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
不要见我的面、押沙龙就回自己
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
2Sa 14:25 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
押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2Sa 14:26 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
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
平称一称、重二百舍客勒。
2Sa 14:27 押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
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
貌俊美的女子。
2Sa 14:28 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
有二年．没有见王的面。
2Sa 14:29 押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
来、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
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
不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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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
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
烧了。押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
了那田。
2Sa 14:31 于是约押起来、到了押沙
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
放火烧了我的田呢。
2Sa 14:32 押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
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
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
不如仍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
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
是了。
2Sa 14:33 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
奏告王．王便叫押沙龙来．押沙
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
王就与押沙龙亲嘴。

15:14
诗 3:1

第十五章
2Sa 15:1 此后、押沙龙为自己预备

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2Sa 15:2 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
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
判断的、押沙龙就叫他过来、问
他说、你是那一城的人．回答说、
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2Sa 15:3 押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
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伸
诉。
2Sa 15:4 押沙龙又说、恨不得我作
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
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
2Sa 15:5 若有人近前来要拜押沙龙、
押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
2Sa 15:6 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
判断的、押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十五章

这样、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
的心。
a
2Sa 15:7 满了四十岁 、押沙龙对王
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仑去、还我
向耶和华所许的愿．
2Sa 15:8 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
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
路撒冷、我必事奉他。
2Sa 15:9 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罢。
押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仑去了。
2Sa 15:10 押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
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角
声、就说、押沙龙在希伯仑作王
了。
2Sa 15:11 押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
二百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
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
2Sa 15:12 押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
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希
多弗、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
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押沙龙
的人民、日渐增多。
2Sa 15:13 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
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了。
2Sa 15:14 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
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
不然都不能躲避押沙龙了．要速
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
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
2Sa 15:15 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
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
2Sa 15:16 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
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
殿。
a 2Sa 15:7满了四十岁 hn`v* <yu!B*r+a^ JQ}m! yh!y+w~ 和
合本译作满了四十年〔有作四年的〕,参看
Gen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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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
意旨待我。
2Sa 15:27 王又对祭司撒督说、你不
是先见么．你可以安然回城．你
儿子亚希玛斯、和亚比亚他的儿
子约拿单、都可以与你同去。
2Sa 15:28 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
你们报信给我。
2Sa 15:29 于是撒督和亚比亚他将
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
住在那里。
2Sa 15:30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
也都蒙头哭着上去。
2Sa 15:31 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希多
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龙。
大卫祷告说、耶和华阿、求你使
亚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
2Sa 15:32 大卫到了山顶、敬拜
神
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
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
2Sa 15:33 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
去、必累赘我。
2Sa 15:34 你若回城去、对押沙龙说、
王阿、我愿作你的仆人．我向来
作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
作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
我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
2Sa 15:35 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岂
不都在那里么．你在王宫里听见
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督和亚比
亚他。
2Sa 15:36 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亚
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也都在那
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
二人来报告我。

到伯墨哈、就住下了。
2Sa 15:18 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
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
从迦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也都
在他面前过去。
2Sa 15:19 王对迦特人以太说、你是
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
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
或者回你本地去罢。
2Sa 15:20 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
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飘流、没有
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
兄回去罢．愿耶和华用慈爱信
实a待你。
2Sa 15:21 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
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
誓、无论生死、王在那里、仆人
也必在那里。
2Sa 15:22 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
河罢。于是迦特人以太带着跟随
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
过去了。
2Sa 15:23 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
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汲沦溪、
众民往旷野去了。
2Sa 15:24 撒督、和抬
神约柜的利
未人、也一同来了、将 神的约
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
民从城里出来过去。
2Sa 15:25 王对撒督说、你将
神的
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
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
柜、和他的居所。
2Sa 15:26 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
a 2Sa 15:20慈爱信实 .tm#a$w\ ds#j# 和合本译作慈爱
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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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16:10 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

了城．押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

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
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
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
行呢。
2Sa 16:11 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
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
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
由他咒骂罢．因为这是耶和华吩
咐他的。
2Sa 16:12 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
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与我。
2Sa 16:13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
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
砍他、拿土扬他。
2Sa 16:14 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
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
歇息歇息。
2Sa 16:15 押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
到耶路撒冷、亚希多弗也与他同
来。
2Sa 16:16 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
去见押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
愿王万岁。
2Sa 16:17 押沙龙问户筛说、这是你
恩待朋友么．为什么不与你的朋
友同去呢。
2Sa 16:18 户筛对押沙龙说、不然、
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
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
2Sa 16:19 再者、我当服事谁呢。岂
不是前王的儿子么。我怎样服事
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事你。
2Sa 16:20 押沙龙对亚希多弗说、你
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

第十六章
2Sa 16:1 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

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
匹驴、驴上驮着二百面饼、一百
葡萄饼、一百个夏天的果饼、一
皮袋酒来、迎接他。
2Sa 16:2 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
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
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
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
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
2Sa 16:3 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
那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
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
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
2Sa 16:4 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
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
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2Sa 16:5 大卫王到了巴户琳、见有
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
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
咒骂．
2Sa 16:6 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
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2Sa 16:7 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
的坏人哪．去罢去罢。
2Sa 16:8 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
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
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押沙龙．
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
血的人。
2Sa 16:9 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
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
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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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
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
2Sa 17:9 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
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
的必说、跟随押沙龙的民被杀了．
2Sa 17:10 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
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
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
也都是勇士。
2Sa 17:11 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
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
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
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
2Sa 17:12 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
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
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
个也不留下。
2Sa 17:13 他若进了那一座城、以色
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
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
不剩下。
2Sa 17:14 押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
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希多弗
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意
破坏亚希多弗的良谋、为要降祸
与押沙龙。
2Sa 17:15 户筛对祭司撒督和亚比
亚他说、亚希多弗为押沙龙和以
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
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
此。
2Sa 17:16 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
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
旷野的渡口、务要过河．免得王
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
2Sa 17:17 那时约拿单和亚希玛斯

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
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
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
就更坚强。
2Sa 16:22 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
的平顶上、支搭帐棚．押沙龙在
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
亲近。
2Sa 16:23 那时、亚希多弗所出的主
意、好像人问 神的话一样．他
昔日给大卫今日给押沙龙所出
的主意、都是这样。

第十七章
2Sa 17:1 亚希多弗又对押沙龙说、

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夜
我就起身追赶大卫．
2Sa 17:2 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
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
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
2Sa 17:3 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
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
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
2Sa 17:4 押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以这话为美。
2Sa 17:5 押沙龙说、要召亚基人户
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
2Sa 17:6 户筛到了押沙龙面前、押
沙龙向他说、亚希多弗是如此如
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
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罢。
2Sa 17:7 户筛对押沙龙说、亚希多
弗这次所定的谋不善。
2Sa 17:8 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
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
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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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罗结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
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
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
给大卫王。
2Sa 17:18 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
们、就去告诉押沙龙．他们急忙
跑到巴户琳某人的家里．那人院
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
2Sa 17:19 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
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
有泄漏。
2Sa 17:20 押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
问妇人说、亚希玛斯和约拿单在
那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
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
撒冷去了。
2Sa 17:21 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
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希多弗
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
来、快快过河。
2Sa 17:22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都起来过约但河．到了天亮、无
一人不过约但河的。
2Sa 17:23 亚希多弗见不依从他的
计谋、就备上驴、归回本城、到
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
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2Sa 17:24 大卫到了玛哈念、押沙龙
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
约但河。
2Sa 17:25 押沙龙立亚玛撒作元帅
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
〔又作以色列人〕以特拉的儿子．
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
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洗
鲁雅是姐妹。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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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在基列地。
2Sa 17:27 大卫到了玛哈念、亚扪族
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
巴人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基列的
罗基琳人巴西莱、
2Sa 17:28 带着被、褥、盆、碗、瓦器、
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
红豆、炒豆、
2Sa 17:29 蜂蜜、奶油、绵羊、奶饼、
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
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

第十八章
2Sa 18:1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

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
2Sa 18:2 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
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
手下、一队在迦特人以太手下。
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
出战。
2Sa 18:3 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
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
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
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
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
2Sa 18:4 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
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
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
去了。
2Sa 18:5 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
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
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
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
2Sa 18:6 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
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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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18:18 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

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二
万人。
2Sa 18:8 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
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2Sa 18:9 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
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
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
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
便离他去了。
2Sa 18:10 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
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
2Sa 18:11 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
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
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
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
2Sa 18:12 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
你一千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
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
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
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
龙。
2Sa 18:13 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
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
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
2Sa 18:14 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
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
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
2Sa 18:15 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
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
2Sa 18:16 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
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2Sa 18:17 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
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
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
家去了。

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
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
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
到今日。
2Sa 18:19 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说、
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
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
2Sa 18:20 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
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
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
报信。
2Sa 18:21 约押对古示人说、你去将
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
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
2Sa 18:22 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又
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
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
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
何必要跑去呢。
2Sa 18:23 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
跑去。约押说、你跑去罢。亚希
玛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示
人去了。
2Sa 18:24 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
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
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2Sa 18:25 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
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
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
2Sa 18:26 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
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
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
2Sa 18:27 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
的跑法好像撒督的儿子亚希玛
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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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是报好信息。
2Sa 18:28 亚希玛斯向王呼叫、说、
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
叩拜、说、耶和华你的 神是应
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
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
2Sa 18:29 王问说、少年人押沙龙平
安不平安。亚希玛斯回答说、约
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
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
事。
2Sa 18:30 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
他就退去、站在旁边。
2Sa 18:31 古示人也来到、说、有信
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
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
了。
2Sa 18:32 王问古示人说、少年人押
沙龙平安不平安。古示人回答说、
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
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
样。
2Sa 18:33 王就心里伤恸、上城门楼
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
押沙龙阿、我儿、我儿押沙龙阿．
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阿、我
儿、我儿。

我儿阿。
2Sa 19:5 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
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
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
妾的性命．
2Sa 19:6 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
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
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
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
悦了。
2Sa 19:7 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
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
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
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
如今所遭的更甚。
2Sa 19:8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
之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
家去了、现在众民听说、王坐在
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a
2Sa 19:9 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
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
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现在他躲避押沙龙逃走了。
2Sa 19:10 我们膏押沙龙治理我们、
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
言请王回来呢。
2Sa 19:11 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
督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
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
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
后头呢。

第十九章
2Sa 19:1 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

沙龙哭泣悲哀。
2Sa 19:2 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
2Sa 19:3 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
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
2Sa 19:4 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
我儿押沙龙阿、押沙龙、我儿、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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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译作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
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
跑、各回各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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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
呢。
2Sa 19:13 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
我的骨肉么。我若不立你替约 19:22
太 16:23
押a常作元帅、愿 神重重的降
19:30
罚与我。
王上 3:26
2Sa 19:14 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
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
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
臣仆回来。
2Sa 19:15 王就回来、到了约但河。
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
请他过约但河。
2Sa 19:16 巴户琳的便雅悯人、基拉
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
下去迎接大卫王。
2Sa 19:17 跟从示每的有一千便雅
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
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
他们都蹚过约但河迎接王。
2Sa 19:18 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
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但河的
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
王面前、
2Sa 19:19 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
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
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
人．不要记念、也不要放在心上。
2Sa 19:20 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
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
迎接我主我王。
2Sa 19:21 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
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
应当治死他么。

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
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
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作
以色列的王么。
2Sa 19:23 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
死。王就向他起誓。
2Sa 19:24 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
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
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
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
2Sa 19:25 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
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
2Sa 19:26 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
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备驴骑
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
哄了我．
2Sa 19:27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
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 神的使
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
罢。
2Sa 19:28 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
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
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
我现在向王还能辨理诉冤么。
2Sa 19:29 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
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
土。
2Sa 19:30 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
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
巴都取了、也可以。
2Sa 19:31 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琳
下来、要送王过约但河、就与王
一同过了约但河。
2Sa 19:32 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八

a 2Sa 19:13 替约押 .ba*oy tj^T^ 原文或作如约押
或作在约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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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了。王住在玛哈念的时候、
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
富户。
2Sa 19:33 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
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
老。
2Sa 19:34 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
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
耶路撒冷呢。
2Sa 19:35 仆人现在八十岁了．还能
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么．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么．仆人
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
2Sa 19:36 仆人只要送王过约但河．
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
2Sa 19:37 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
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
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
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
2Sa 19:38 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
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
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
2Sa 19:39 于是众民过约但河、王也
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
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
2Sa 19:40 王过去、到了吉甲、金罕
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
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
2Sa 19:41 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
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
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
人、过约但河。
2Sa 19:42 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
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
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
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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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
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
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
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
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第二十章
2Sa 20:1 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

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
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
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
人哪、你们各回各家去罢。
2Sa 20:2 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
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
人、从约但河直到耶路撒冷、都
紧紧跟随他们的王。
2Sa 20:3 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
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
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
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
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
2Sa 20:4 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
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
也回到这里来。
2Sa 20:5 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
却耽延过了王所限的日期。
2Sa 20:6 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
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
们、比押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
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
固城、躲避我们。
2Sa 20:7 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
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
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
比基利的儿子示巴。
2Sa 20:8 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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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
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
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
出来。
2Sa 20:9 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
玛撒说、我兄弟、你好阿、就用
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
亲嘴。
2Sa 20:10 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
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
肚腹、他的肠子流在地上、没有
再刺他、就死了。约押和他兄弟
亚比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
示巴。
2Sa 20:11 有约押的一个少年人站
在亚玛撒尸身旁边、对众人说、
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
跟随约押去。
2Sa 20:12 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
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
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
到田间、用衣服遮盖。
2Sa 20:13 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
民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
的儿子示巴。
2Sa 20:14 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
到伯玛迦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
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
随他。
2Sa 20:15 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
玛迦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
着城筑垒．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
撞城、要使城塌陷。
2Sa 20:16 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
呼叫、说、听阿、听阿、请约押近
前来、我好与他说话。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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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
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
说、我听。
2Sa 20:18 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
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
2Sa 20:19 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
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
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
华的产业呢。
2Sa 20:20 约押回答说、我决不吞灭
毁坏。
2Sa 20:21 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
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
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
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押
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
你。
2Sa 20:22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
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
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
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
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
2Sa 20:23 约押作以色列全军的元
帅．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
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2Sa 20:24 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亚
希律的儿子约沙法作史官．
2Sa 20:25 示法作书记。撒督和亚比
亚他作祭司长、
2Sa 20:26 睚珥人以拉作大卫的宰
相。

第二十一章
2Sa 21:1 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

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
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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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之家、杀死基遍人。
2Sa 21:2 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
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
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
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
召了他们来、
2Sa 21:3 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
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
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
2Sa 21:4 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
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
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
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
就为你们怎样行。
2Sa 21:5 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
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
住以色列境内的人、
2Sa 21:6 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
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
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
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
2Sa 21:7 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
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
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
非波设、不交出来．
2Sa 21:8 却把爱雅的女儿利斯巴给
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
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
姐给米何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得
列所生的五个儿子、
2Sa 21:9 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
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
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
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
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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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21:10 爱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

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
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
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
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
来蹧践。
2Sa 21:11 有人将扫罗的妃嫔爱雅
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
卫。
2Sa 21:12 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
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
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
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
伯珊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
身偷了去．
2Sa 21:13 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
拿单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
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
2Sa 21:14 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
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洗拉、在扫
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
王所吩咐的．此后 神垂听国民
所求的。
2Sa 21:15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
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
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
2Sa 21:16 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
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三百舍
客勒、又佩着新刀。
2Sa 21:17 但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
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
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
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
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
2Sa 21:18 后来以色列人在歌伯与
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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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21:21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
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
就杀了他。
2Sa 21:22 这四个人是迦特伟人的
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
下。

第二十二章
2Sa 22:1 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

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
和华念这诗、
2Sa 22:2 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
的山寨、我的救主、
2Sa 22:3 我的
神、我的磐石、我所
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
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
难所．我的救主阿、你是救我脱
离强暴的。
2Sa 22:4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2Sa 22:5 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
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
2Sa 22:6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
的网罗临到我。
2Sa 22:7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 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
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
中。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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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22:8 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

战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
2Sa 22:9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
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2Sa 22:10 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2Sa 22:11 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
的翅膀上显现。
2Sa 22:12 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
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
2Sa 22:13 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
了。
2Sa 22:14 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
者发出声音。
2Sa 22:15 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
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
2Sa 22:16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
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
根基也显露。
2Sa 22:17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
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2Sa 22:18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
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
盛。
2Sa 22:19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
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
2Sa 22:20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
救拔我、因他喜悦我。
2Sa 22:21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
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2Sa 22:22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
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 神。
2Sa 22:23 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
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
2Sa 22:24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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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22:41 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

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
2Sa 22:26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2Sa 22:27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2Sa 22:28 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
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
他降卑。
2Sa 22:29 耶和华阿、你是我的灯．
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
2Sa 22:30 我藉着你冲入敌军、藉着
我的 神跳过墙垣。
2Sa 22:31 至于
神、他的道是完全
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
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
2Sa 22:32 除了耶和华、谁是
神呢．
除了我们的 神、谁是磐石呢。
2Sa 22:33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
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
2Sa 22:34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
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2Sa 22:35 他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
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
2Sa 22:36 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作盾
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
2Sa 22:37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滑跌。
2Sa 22:38 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
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
2Sa 22:39 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
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
在我的脚下。
2Sa 22:40 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
腰、使我能争战．你也使那起来
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

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
我的人。
2Sa 22:42 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
2Sa 22:43 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
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
街上的泥土。
2Sa 22:44 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争
竞、保护我作列国的元首．我素
不认识的民、必事奉我。
2Sa 22:45 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
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
2Sa 22:46 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
的出他们的营寨。
2Sa 22:47 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
石、被人称颂．愿 神、那拯救
我的磐石、被人尊崇。
2Sa 22:48 这位
神就是那为我伸
冤、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2Sa 22:49 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
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2Sa 22:50 耶和华阿、因此我要在外
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
2Sa 22:51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
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
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
到永远。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2Sa 23:1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

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
神所膏的．作以色列的美歌者说、
2Sa 23:2 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他
的话在我口中。
2Sa 23:3 以色列的
神、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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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晓谕我说、那在人中以公
义治理的、以敬畏 神掌权的、a
2Sa 23:4 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
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
生嫩草。
2Sa 23:5 我家在
神面前岂非如此
么． 神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
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
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
成就么。b
2Sa 23:6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
人不敢用手拿他．
2Sa 23:7 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
终久他必被火焚烧。
2Sa 23:8 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
面．他革扪人约设巴设、又称伊
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
一时击杀了八百人。
2Sa 23:9 其次是亚合人朵多的儿子
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
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
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
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
2Sa 23:10 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
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
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
2Sa 23:11 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

子沙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
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
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2Sa 23:12 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
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
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2Sa 23:13 收割的时候、有三十个勇
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
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乏音谷
安营。
2Sa 23:14 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
人的防营在伯利恒。
2Sa 23:15 大卫渴想、说、甚愿有人
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
给我喝。
2Sa 23:16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
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
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
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
2Sa 23:17 说、耶和华阿、这三个人
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
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
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作的事。
2Sa 23:18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
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举枪杀了三百人、就在三个勇
士里得了名。
2Sa 23:19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
尊贵的．所以作他们的首领．只
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2Sa 23:20 有甲薛勇士耶何耶大的
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
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
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
一个狮子．
2Sa 23:21 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

a 2Sa 23:3 以色列...
la@r`c=y] rWx rB#d] yl! la@r`c=y] yh@Oa$ rm^a*
.<yh!Oa$ ta^r+y] lv@om qyD]x^ <d`a*B* lv@om
和合本译作以色列的 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
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 神执掌权柄、
b 2Sa 23:5 我家...
yl! <c* <l*ou tyr]b= yK! la@-<u! yt!yB@ /k@-aO-yK!
Jp#j@-lk*w+ yu!v=y]-lk*-yK! hr`m%v=W lK)b^ hk*Wru&
.j~ym!x=y~ aO-yK!
和合本译作我家在 神面前并非如此． 神却
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
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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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
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
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
2Sa 23:22 这是耶何耶大的儿子比
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
得了名。
2Sa 23:23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
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
立他作护卫长。
2Sa 23:24 三十个勇士里有约押的
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
子伊勒哈难．
2Sa 23:25 哈律人沙玛、哈律人以利
加、
2Sa 23:26 帕勒提人希利斯、提哥亚
人益吉的儿子以拉、
2Sa 23:27 亚拿突人亚比以谢、户沙
人米本乃、
2Sa 23:28 亚合人撒们、尼陀法人玛
哈莱、
2Sa 23:29 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
立、便雅悯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
子以太、
2Sa 23:30 比拉顿人比拿雅、迦实溪
人希太、
2Sa 23:31 伯亚拉巴人亚比亚本、巴
鲁米人押斯玛弗、
2Sa 23:32 沙本人以利雅哈巴、雅善
儿子中的约拿单、
2Sa 23:33 哈拉人沙玛、哈拉人沙拉
的儿子亚希暗、
2Sa 23:34 玛迦人亚哈拜的儿子以
利法列、基罗人亚希多弗的儿子
以连、
2Sa 23:35 迦密人希斯莱、亚巴人帕
莱、
撒母耳记下 (撒下) 2Sa 第二十四章

2Sa 23:36 琐巴人拿单的儿子以甲、

迦得人巴尼、
2Sa 23:37 亚扪人洗勒、比录人拿哈
莱、是给洗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
器的、
2Sa 23:38 以帖人以拉、以帖人迦立、
2Sa 23:39 赫人乌利亚、共有三十七
人。

第二十四章
2Sa 24:1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2Sa 24:2 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
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
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
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2Sa 24:3 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
少、愿耶和华你的 神再加增百
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
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2Sa 24:4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
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
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2Sa 24:5 他们过了约但河、在迦得
谷中城的右边亚罗珥安营、与雅
谢相对．
2Sa 24:6 又到了基列、和他停合示
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
2Sa 24:7 来到推罗的保障、并希未
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
方的别是巴。
2Sa 24:8 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
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
2Sa 24:9 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
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
犹大有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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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24:10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

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
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2Sa 24:19 大卫就照着迦得奉耶和
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
2Sa 24:20 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
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
向王下拜、
2Sa 24:21 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
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
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
间的瘟疫止住。
2Sa 24:22 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
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
看哪、这里有牛、可以作燔祭、
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
以当柴烧。
2Sa 24:23 王阿、这一切我亚劳拿都
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
的 神悦纳你。
2Sa 24:24 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
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
白得之物作燔祭、献给耶和华我
的 神。大卫就用五十舍客勒银
子、买了那禾场与牛。
2Sa 24:25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
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
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
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
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阿、求你
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
是愚昧。
2Sa 24:11 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
话临到先知迦得、就是大卫的先
见、说、
2Sa 24:12 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
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
一样、我好降与你。
2Sa 24:13 于是迦得来见大卫、对他
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
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
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
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
回覆那差我来的。
2Sa 24:14 大卫对迦得说、我甚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
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
手里。
2Sa 24:15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
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
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
人。
2Sa 24:16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
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
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
够了、住手罢。那时耶和华的使
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
里。
2Sa 24:17 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
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
了恶．但这群羊作了什么呢。愿
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2Sa 24:18 当日迦得来见大卫、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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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Ki 1:1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
1:3*
盖、仍不觉暖。
书 19:18
1Ki 1:2 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
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
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
叫我主我王得暖。
1Ki 1:3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
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
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
1Ki 1:4 这童女极其美貌、他奉养王、
伺候王、王却没有与他亲近。
1Ki 1:5 那时、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
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
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
他前头奔走。
1Ki 1:6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
说、你是作什么呢．他甚俊美、
生在押沙龙之后。
1Ki 1:7 亚多尼雅与洗鲁雅的儿子
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
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1Ki 1:8 但祭司撒督、耶何耶大的
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示每、
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
亚多尼雅。
1Ki 1:9 一日亚多尼雅在隐罗结旁、
琐希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
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
子、并所有作王臣仆的犹大人、
1Ki 1:10 惟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
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
都没有请。
1Ki 1:11 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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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说、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作王
了、你没有听见么．我们的主大
卫却不知道。
1Ki 1:12 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
命。
1Ki 1:13 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
我主我王阿、你不曾向婢女起誓
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
坐在我的位上么．现在亚多尼雅
怎么作了王呢。
1Ki 1:14 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
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
1Ki 1:15 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
甚老迈、书念的童女亚比煞正伺
候王。
1Ki 1:16 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
说、你要什么。
1Ki 1:17 他说、我主阿、你曾向婢女
指着耶和华你的 神起誓说、你
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
我的位上。
1Ki 1:18 现在亚多尼雅作王了、我
主我王却不知道。
1Ki 1:19 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
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
并元帅约押、惟独王的仆人所罗
门、他没有请。
1Ki 1:20 我主我王阿、以色列众人
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
1Ki 1:21 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
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
必算为罪人了。
1Ki 1:22 拔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先知拿单也进来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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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1:23 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

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
1Ki 1:24 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
1:33*
许亚多尼雅说、你必接续我作王、亚 9:9
约 12:15
坐在我的位上么。
1Ki 1:25 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
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
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
尼雅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雅
王万岁。
1Ki 1:26 惟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
祭司撒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
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
有请。
1Ki 1:27 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么、
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
王之后、谁坐你的位。
1Ki 1:28 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
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面前。
1Ki 1:29 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
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
起誓、
1Ki 1:30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
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
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1Ki 1:31 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
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1Ki 1:32 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
撒督、先知拿单、耶何耶大的儿
子比拿雅召来、他们就都来到王
面前。
1Ki 1:33 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
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
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
1Ki 1:34 在那里祭司撒督、和先知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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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单要膏他作以色列的王．你们
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
1Ki 1:35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
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作王．我
已立他作以色列和犹大的君。
1Ki 1:36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对王说、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
王的 神、也这样命定。
1Ki 1:37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
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
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
更大。
1Ki 1:38 于是祭司撒督、先知拿单、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
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
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
训。
1Ki 1:39 祭司撒督、就从帐幕中取
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
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
王万岁。
1Ki 1:40 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
大大欢呼、声音震地。
1Ki 1:41 亚多尼雅和所请的众客筵
宴方毕、听见这声音．约押听见
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
1Ki 1:42 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
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
尼雅对他说、进来罢、你是个忠
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
1Ki 1:43 约拿单对亚多尼雅说、我
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
王了。
1Ki 1:44 王差遣祭司撒督、先知拿
单、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
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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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门骑王的骡子。
1Ki 1:45 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单、在
1:47*
基训已经膏他作王．众人都从那 创 47:31
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
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
1Ki 1:46 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
1Ki 1:47 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
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 神使
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
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
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
1Ki 1:48 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
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
见了。
1Ki 1:49 亚多尼雅的众客听见这话、
就都惊惧、起来四散。
1Ki 1:50 亚多尼雅惧怕所罗门、就
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角。
1Ki 1:51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
尼雅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
坛的角、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
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
1Ki 1:52 所罗门说、他若作忠义的
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
他若行恶、必要死亡。
1Ki 1:53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
亚多尼雅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
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
你回家去罢。

第二章
1Ki 2:1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

他儿子所罗门说、
1Ki 2:2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
1Ki 2:3 遵守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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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
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
法度、这样、你无论作什么事、
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1Ki 2:4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
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
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
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
位。
1Ki 2:5 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
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
两个元帅、尼珥的儿子押尼珥、
和益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
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争战之
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
和脚上穿的鞋。
1Ki 2:6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
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
1Ki 2:7 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
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
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
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1Ki 2:8 在你这里有巴户琳的便雅
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玛
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
咒骂我、后来却下约但河迎接我、
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
我必不用刀杀你。
1Ki 2:9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
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
1Ki 2:10 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大卫城。
1Ki 2:11 大卫作以色列王四十年．
在希伯仑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
作王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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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说、亚多尼雅这话是自己送
他的国甚是坚固。
命、不然、愿 神重重的降罚与
1Ki 2:13 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去
我。
2:27
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 撒上 2:31- 1Ki 2:24 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
35
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么．回答
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
说、是为平安。
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
1Ki 2:14 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
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雅今日
巴说、你说罢。
必被治死。
1Ki 2:15 亚多尼雅说、你知道国原
1Ki 2:25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何耶
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
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雅杀
我作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
死。
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
1Ki 2:26 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
1Ki 2:16 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
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罢、你
你不要推辞．拔示巴说、你说罢。
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
1Ki 2:17 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
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
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
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
他必不推辞你。
今日不将你杀死。
1Ki 2:18 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
1Ki 2:27 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
王提说。
不许他作耶和华的祭司．这样、
1Ki 2:19 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
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
要为亚多尼雅提说、王起来迎接、
所说的话。
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
1Ki 2:28 约押虽然没有归从押沙龙、
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
却归从了亚多尼雅．他听见这风
右边。
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
1Ki 2:20 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
祭坛的角。
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
1Ki 2:29 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
母亲说、我必不推辞。
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
1Ki 2:21 拔示巴说、求你将书念的
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何耶
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
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
雅为妻。
死。
1Ki 2:22 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
1Ki 2:30 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
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
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罢．
呢、也可以为他求国罢．他是我
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
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
比拿雅就去回覆王说、约押如此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
如此回答我。
1Ki 2:23 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
1Ki 2:31 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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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二章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二章

行、杀死他、将他葬埋、好叫约
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
的父家了。
1Ki 2:32 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
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
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
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珥的儿子
押尼珥、和犹大元帅益帖的儿子
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
1Ki 2:33 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必
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
永远．惟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
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
平安、直到永远。
1Ki 2:34 于是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
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
约押自己的坟墓里。〔坟墓原文作

迦特带他仆人回来。
1Ki 2:41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
出耶路撒冷往迦特去回来了。
1Ki 2:42 王就差遣人将示每召了来、
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
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
实的知道你那日出来往别处去、
那日必死么．你也对我说、这话
甚好、我必听从。
1Ki 2:43 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
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
命令呢。
1Ki 2:44 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
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
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
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
1Ki 2:45 惟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
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
坚定、直到永远。
1Ki 2:46 于是王吩咐耶何耶大的儿
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
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房屋〕
1Ki 2:35 王就立耶何耶大的儿子比

拿雅作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
司撒督代替亚比亚他。
1Ki 2:36 王差遣人将示每召来、对
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
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
1Ki 2:37 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
出来过汲沦溪、何日必死．你的
罪〔原文作血〕必归到自己的头
上。
1Ki 2:38 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
主我王怎样说、仆人必怎样行．
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
1Ki 2:39 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
人逃到迦特王玛迦的儿子亚吉
那里去．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
仆人在迦特。
1Ki 2:40 示每起来、备上驴、往迦特
到亚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三章

第三章
1Ki 3:1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

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
大卫城、直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
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
的城墙。
1Ki 3:2 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邱
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
名建殿。
1Ki 3:3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
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邱坛献
祭烧香。
1Ki 3:4 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邱坛．〔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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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三章
大或作出名〕他在那坛上献一千

牺牲作燔祭。
1Ki 3:5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
3:13
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 太 6:33
3:14
你什么、你可以求。
长寿:
1Ki 3:6 所罗门说、你向你仆人我
诗 34:12
91:16
父亲大卫大施恩典、使他在信实、诗
箴 3:16
公义中、以正直的心、行在你面 弗 6:2-3
前．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
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
样。 a
1Ki 3:7 耶和华我的
神阿、如今你
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
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1Ki 3:8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
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1Ki 3:9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
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
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1Ki 3:10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
主喜悦。
1Ki 3:11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
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
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
可以听讼、
1Ki 3:12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
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
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1Ki 3:13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
a 1Ki 3:6 所罗门...
;D+b=u^-<u! t*yc!u* hT*a^ hm)Ov= rm#aY{w~
;yn\p*l= El^h* rv#a&K^ lodG` ds#j# yb!a* dw]d`
bb*l@ tr~v=y]b=W hq`d`x=b!W tm#a$B#
hZ\h^ lodG`h^ ds#j#h^-ta# w{l-rm*v=T!w~ EM*u!
.hZ\h^ <oYK^ w{as=K!-lu^ bv@y{ /b@ w{l-/T#T!w~
和合本译作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
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
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
位上、正如今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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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1Ki 3:14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
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我必使你长寿。
1Ki 3:15 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
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
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
1Ki 3:16 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
王面前。
1Ki 3:17 一个说、我主阿、我和这妇
人同住一房、他在房中的时候、
我生了一个男孩．
1Ki 3:18 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
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
别人．
1Ki 3:19 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
压死了他的孩子．
1Ki 3:20 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
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
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
1Ki 3:21 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
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
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察看、
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1Ki 3:22 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
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
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
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
1Ki 3:23 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
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
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
我的．
1Ki 3:24 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
刀来．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三章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三章
1Ki 3:25 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

1Ki 4:11 在多珥山冈、〔或作全境〕

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1Ki 3:26 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
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
孩子给那妇人罢、万不可杀他。
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
不归你、把他劈了罢。
1Ki 3:27 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
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
母亲。
1Ki 3:28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
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
有 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有便亚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
女儿他法为妻。
1Ki 4:12 在他纳、和米吉多、并靠近
撒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全
地、从伯善到亚伯．米何拉直到
约念之外、有亚希律的儿子巴拿。
1Ki 4:13 在基列的拉末、有便基别、
他管理在基列的玛拿西子孙睚
珥的城邑、巴珊的亚珥歌伯地的
大城六十座、都有城墙和铜闩。
1Ki 4:14 在玛哈念有易多的儿子亚
希拿达．
1Ki 4:15 在拿弗他利有亚希玛斯、
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
实抹为妻。
1Ki 4:16 在亚设和亚禄有户筛的儿
子巴拿．
1Ki 4:17 在以萨迦有帕路亚的儿子
约沙法．
1Ki 4:18 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示
每．
1Ki 4:19 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
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之地、有
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
1Ki 4:20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
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
1Ki 4:21 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
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
贡服事他。
1Ki 4:22 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
细面三十歌珥、粗面六十歌珥、
1Ki 4:23 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
只、羊一百只、还有鹿、羚羊、麃
子、并肥禽。

第四章
1Ki 4:1 所罗门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1Ki 4:2 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督的

儿子亚撒利雅作祭司．
1Ki 4:3 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何烈、
亚希亚、作书记．亚希律的儿子
约沙法作史官．
1Ki 4:4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作
元帅．撒督和亚比亚他作祭司长．
1Ki 4:5 拿单的儿子亚撒利雅作众
吏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
得作领袖．
1Ki 4:6 亚希煞作家宰．亚比大的儿
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
1Ki 4:7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
了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
王家的食物．每年各人供给一月。
1Ki 4:8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
以法莲山地、有便户珥．
1Ki 4:9 在玛迦斯、沙宾、伯示麦、
以伦伯哈南、有便底甲．
1Ki 4:10 在亚鲁泊、有便希悉、他管
理梭哥和希弗全地．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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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4:24 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

说、

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迦萨的全
地．四境尽都平安。
1Ki 4:25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
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
树下、安然居住。
1Ki 4:26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
还有马兵一万二千。
1Ki 4:27 那十二个官吏、各按各月
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
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
1Ki 4:28 众人各按各分、将养马与
快马的大麦和干草、送到官吏那
里。
1Ki 4:29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
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
不可测量。
*
1Ki 4:30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
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1Ki 4:31 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
以斯拉人以探、并玛曷的儿子希
幔、甲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
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1Ki 4:32 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
千零五首。
1Ki 4:33 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
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
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
1Ki 4:34 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
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1Ki 5:3 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

4:30*
创 25:6
太 2:1

第五章
1Ki 5:1 推罗王希兰、平素爱大卫．

他听见以色列人膏所罗门、接续
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
1Ki 5:2 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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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战、不能为耶和华他 神的
名建殿、直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
服在他脚下。
1Ki 5:4 现在耶和华我的
神使我
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
1Ki 5:5 我定意要为耶和华我
神
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
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
接续你坐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
建殿。
1Ki 5:6 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
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
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
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
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
人善于砍伐树木。
1Ki 5:7 希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
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
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
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
1Ki 5:8 希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
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
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
必照你的心愿而行。
1Ki 5:9 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
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
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
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
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
1Ki 5:10 于是希兰照着所罗门所要
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
1Ki 5:11 所罗门给希兰麦子二万歌
珥、清油二十歌珥、作他家的食
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希兰。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五章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五章
1Ki 5:12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

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智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
1Ki 6:8 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
好、彼此立约。
门内有旋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
1Ki 5:13 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
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
6:1
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
1Ki 6:9 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
以色列出
1Ki 5:14 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 埃及后
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
480 年:
上利巴嫩去．一个月在利巴嫩、 AM 3148 1Ki 6:10 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
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 参看:
高五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
出 12:41
(以色列出
们。
墙坎上。
埃及:
1Ki 5:15 所罗门用七万扛抬的、八 AM 2668 1Ki 6:11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
+480=AM
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1Ki 6:12 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
3148)
1Ki 5:16 此外所罗门用三千三百督
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
工的、监管工人。
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
1Ki 5:17 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
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
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
1Ki 6:13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1Ki 5:18 所罗门的匠人、和希兰的
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匠人、并迦巴勒人、都将石头凿
1Ki 6:14 所罗门建造殿宇、
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
1Ki 6:15 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
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
第六章
用松木板铺地。
1Ki 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
1Ki 6:16 内殿、就是至圣所、长二十
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
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
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
蔽。〔或作隔断〕
造耶和华的殿。
1Ki 6:17 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
1Ki 6:2 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
1Ki 6:18 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
殿、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高三
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
十肘。
瓜和初开的花。
1Ki 6:3 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
1Ki 6:19 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
殿的宽窄一样、阔十肘。
耶和华的约柜。
1Ki 6:4 又为殿作了严紧的窗棂。
1Ki 6:20 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
1Ki 6:5 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
高二十肘、墙面都贴上精金．又
造了三层旁屋。
用香柏木作坛、包上精金。
1Ki 6:6 下层宽五肘、中层宽六肘、
1Ki 6:21 所罗门用精金贴了殿内的
上层宽七肘．殿外旁屋的梁木．
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
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
用金包裹。
1Ki 6:7 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
1Ki 6:22 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
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六章

404

FOJC.NET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六章

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
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
6:38
1Ki 6:23 他用橄榄木作两个基路伯、
1Ki 6:37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
建殿完工:
AM 3155 月 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各高十肘、安在内殿。
、
。
1Ki 6:24 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
1Ki 6:38 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
各长五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
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
尖、共有十肘。
式造成。他建殿的工夫、共有七
1Ki 6:25 那一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
年。
也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
第七章
形像、都是一样。
1Ki 7:1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
1Ki 6:26 这基路伯高十肘、那基路
十三年方才造成。
伯也是如此。
1Ki 7:2 又建造利巴嫩林宫、长一百
1Ki 6:27 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
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有香
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
柏木柱四行、柱上有香柏木柁梁。
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
1Ki 7:3 其上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
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
子十五根、共有四十五根。
边的墙．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
1Ki 7:4 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
中间彼此相接。
1Ki 7:5 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见
1Ki 6:28 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
方的、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
1Ki 6:29 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
1Ki 7:6 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长
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
五十肘、宽三十肘．在这廊前又
1Ki 6:30 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
有廊子、廊外有柱子和台阶。
金子。
1Ki 7:7 又建造一廊、其中设立审
1Ki 6:31 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
判的座位、这廊从地到顶、都用
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
香柏木遮蔽。
分之一。
1Ki 7:8 廊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
1Ki 6:32 在橄榄木作的两门扇上、
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
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
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
都贴上金子。
宫、作法与这廊子一样。
1Ki 6:33 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
1Ki 7:9 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
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
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凿成的、
1Ki 6:34 用松木作门两扇、这扇分
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从根基直到
两扇、是摺叠的、那扇分两扇、
檐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
也是摺叠的。
此。
1Ki 6:35 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
1Ki 7:10 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
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
长十肘的、有长八肘的。
1Ki 6:36 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
1Ki 7:11 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着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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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凿成宝贵的石头。
1Ki 7:12 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
层、香柏木一层．都照耶和华殿
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
1Ki 7:13 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
将户兰召了来。
1Ki 7:14 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
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
作铜匠的．户兰满有智慧、聪明、
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
罗门王那里、作王一切所要作的。
1Ki 7:15 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高
十八肘、围十二肘。
1Ki 7:16 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
柱上、各高五肘。
1Ki 7:17 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
拧成的炼索、每顶七个。
1Ki 7:18 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
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
1Ki 7:19 廊子的柱顶径四肘、刻着
百合花。
1Ki 7:20 两柱顶的鼓肚上、挨着网
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
有二百。
1Ki 7:21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
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斤．
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1Ki 7:22 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
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
1Ki 7:23 他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
圆的、高五肘、径十肘、围三十
肘。
1Ki 7:24 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
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
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
1Ki 7:25 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七章

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
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
1Ki 7:26 海厚一掌、边如杯边、又如
百合花、可容二千罢特。
1Ki 7:27 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每
座长四肘、宽四肘、高三肘。
1Ki 7:28 座的造法是这样、四面都
有心子、心子在边子当中。
1Ki 7:29 心子上有狮子、和牛、并基
路伯、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
下、有垂下的璎珞。
1Ki 7:30 每盆座有四个铜轮、和铜
轴．小座的四角上在盆以下、有
铸成的盆架、其旁都有璎珞。
1Ki 7:31 小座高一肘、口是圆的、仿
佛座的样式．径一肘半、在口上
有雕工、心子是方的不是圆的。
1Ki 7:32 四个轮子在心子以下、轮
轴与座相连、每轮高一肘半。
1Ki 7:33 轮的样式如同车轮．轴、辋、
辐、毂、都是铸的。
1Ki 7:34 每座四角上都有盆架、是
与座一同铸成的。
1Ki 7:35 座上有圆架、高半肘．座上
有撑子和心子、是与座一同铸的。
1Ki 7:36 在撑子和心子上刻着基路
伯、狮子、和棕树．周围有璎珞。
1Ki 7:37 十个盆座都是这样、铸法、
尺寸、样式、相同。
1Ki 7:38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
可容四十罢特．盆径四肘、在那
十座上、每座安设一盆。
1Ki 7:39 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五
个放在殿门的左边．又将海放在
殿门的右旁、就是南边。
1Ki 7:40 户兰又造了盆、铲子、和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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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样、他为所罗门王作完了
1Ki 8:2 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
耶和华殿的一切工。
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
1Ki 7:41 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
那里。
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 8:12
1Ki 8:3 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
幽暗之处:
顶的网子、
出 20:21 起约柜、
申 4:11
1Ki 7:42 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 代下 6:1 1Ki 8:4 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
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 诗 97:2 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
如球的顶。
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1Ki 7:43 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盆。
1Ki 8:5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
1Ki 7:44 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
1Ki 7:45 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
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
是户兰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
1Ki 8:6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
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
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
1Ki 7:46 是遵王命在约但平原、疏
路伯的翅膀底下。
割和撒拉但中间、藉胶泥铸成的。
1Ki 8:7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
1Ki 7:47 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
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
秤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
1Ki 8:8 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
查。
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
1Ki 7:48 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
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
1Ki 8:9 约柜里惟有两块石版、就
1Ki 7:49 内殿前的精金灯台、右边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
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
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
灯盏、蜡剪、
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1Ki 7:50 与精金的杯、盘、镊子、调
1Ki 8:10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
羹、火鼎、以及至圣所、内殿的
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门枢、和外殿的门枢。
1Ki 8: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
1Ki 7:51 所罗门王作完了耶和华殿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
1Ki 8:12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
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
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耶和华殿的府库里。
1Ki 8:13 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
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第八章
1Ki 8:14 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
1Ki 8:1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
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
1Ki 8:15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
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
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
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
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
安运上来。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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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
1Ki 8:16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
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
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
为我名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
我民以色列。’
1Ki 8:17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
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
建殿。
1Ki 8:18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
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
好。
1Ki 8:19 只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
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1Ki 8:20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
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坐
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
列 神的名建造了殿。
1Ki 8:21 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
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
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1Ki 8:22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
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
1Ki 8:23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阿、
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
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
施慈爱．
1Ki 8:24 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
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
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1Ki 8:2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阿、
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
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
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现在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八章

求你应验这话。
1Ki 8:26 以色列的
神阿、求你成
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
话。
1Ki 8:27
神果真住在地上么、看
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
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1Ki 8:28 惟求耶和华我的
神垂顾
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
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1Ki 8:29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
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
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1Ki 8:30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
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
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1Ki 8:31 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
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
誓．
1Ki 8:32 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
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
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
照他的义赏赐他。
1Ki 8:33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
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
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
1Ki 8:34 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
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
给他们列祖之地。
1Ki 8:35 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
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
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
他们的罪、
1Ki 8:36 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
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
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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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1Ki 8:37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
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
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
疾病。
1Ki 8:38 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
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原文作灾〕、
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
告什么、
1Ki 8:3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
人所行的待他们、（惟有你知道
世人的心）
1Ki 8:40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
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
1Ki 8:41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
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
1Ki 8:42（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
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
向这殿祷告、
1Ki 8:43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
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
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
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
的。
1Ki 8:44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
论往何处去与仇敌争战、向耶和
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
造的殿祷告．
1Ki 8:45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
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1Ki 8:46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
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
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
地、或远或近、
His Faith

1Ki 8:47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

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
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
了．
1Ki 8:48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
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
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
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
殿祷告、
1Ki 8:4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
1Ki 8:50 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
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
的人面前蒙怜恤．
1Ki 8:51 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
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
铁炉的．
1Ki 8:52 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
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
你祈求、愿你垂听。
1Ki 8:53 主耶和华阿、你将他们从
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作你的
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
的时候、藉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
话。
1Ki 8:54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
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
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
1Ki 8:55 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
众祝福、说、
1Ki 8:5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
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
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藉他仆人
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
落空。
1Ki 8:57 愿耶和华我们的
神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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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
1Ki 8:58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
9:7
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 太 24:2
诫命、律例、典章。
1Ki 8:59 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
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 神昼夜
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
列伸冤．
1Ki 8:60 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惟独
耶和华是 神、并无别神。
1Ki 8:61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
的 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
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
一样。
1Ki 8:62 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
和华面前献祭。
1Ki 8:63 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
用牛二万二千、羊十二万、这样、
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
行奉献之礼。
1Ki 8:64 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
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
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
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
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
油。
1Ki 8:65 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
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
会．在耶和华我们的 神面前守
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
1Ki 8:66 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
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
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
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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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去了。

第九章
1Ki 9:1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

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
完毕了、
1Ki 9:2 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
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
1Ki 9:3 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
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
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
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
必常在那里。
1Ki 9:4 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
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
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
章、
1Ki 9:5 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
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
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
坐以色列的国位。
1Ki 9:6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
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
诫命律例、去事奉敬拜别神、
1Ki 9:7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
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
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
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
被讥诮。
1Ki 9:8 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
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
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1Ki 9:9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
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
耶和华他们的 神、去亲近别神、
事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
切灾祸临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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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作奴仆、乃是作他的战士、
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
长。
1Ki 9:23 所罗门有五百五十督工的、
监管工人。
1Ki 9:24 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
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
所罗门才建造米罗。
1Ki 9:25 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
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
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
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
1Ki 9:26 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
边、靠近以禄的以旬迦别制造船
只。
1Ki 9:27 希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
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
人、一同坐船航海。
1Ki 9:28 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
了四百二十他连得金子、运到所
罗门王那里。

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
1Ki 9:11（推罗王希兰曾照所罗门
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
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
地的二十座城、给了希兰。
1Ki 9:12 希兰从推罗出来、察看所
罗门给他的城邑、就不喜悦、
1Ki 9:13 说、我兄阿、你给我的是什
么城邑呢．他就给这城邑之地起
名叫迦步勒、直到今日。
1Ki 9:14 希兰给所罗门一百二十他
连得金子。
1Ki 9:15 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
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
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
米吉多、并基色。
1Ki 9:16 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
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
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
门的妻作妆奁。
1Ki 9:17 所罗门建造基色、下伯和
仑、
1Ki 9:18 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
莫．
1Ki 9:19 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并
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
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
所愿建造的。
1Ki 9:20 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
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1Ki 9:21 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
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作服苦
的奴仆、直到今日。
1Ki 9:22 惟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
His Faith

第十章
1Ki 10: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

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
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
1Ki 10:2 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
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
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
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
出来。
1Ki 10:3 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
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
的。
1Ki 10:4 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
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
1Ki 10:5 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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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得。
1Ki 10:15 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
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
子。〔杂族在历代下九章十四节作亚

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
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
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
〔或作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

就诧异得神不守舍．
1Ki 10:6 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
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
在是真的。
1Ki 10:7 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
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
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
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1Ki 10:8 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
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
有福的。
1Ki 10:9 耶和华你的
神是应当称
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
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
1Ki 10:10 于是示巴女王将一百二
十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
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
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
多。
1Ki 10:11 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
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
木〔或作乌木下同〕和宝石来。
1Ki 10:12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
和王宫、作栏杆、又为歌唱的人
作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
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
到如今。
1Ki 10:13 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
的、所罗门王都送给他．另外照
自己的厚意馈送他。于是女王和
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1Ki 10:14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章

拉伯〕
10:14*
启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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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10:16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

子、打成挡牌二百面、每面用金
子六百舍客勒．
1Ki 10:17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
盾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弥那、
都放在利巴嫩林宫里。
1Ki 10:18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
用精金包裹。
1Ki 10:19 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
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
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1Ki 10:20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
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作
的。
1Ki 10:21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
是金子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
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
银子算不了什么。
1Ki 10:22 因为王有他施船只与希
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
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
来。
1Ki 10:23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
胜过天下的列王。
1Ki 10:24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
门、要听 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1Ki 10:25 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
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
每年有一定之例。
1Ki 10:26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
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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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
撒冷就是王那里。
1Ki 10:27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
11:2
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出 34:16
申 7:3
1Ki 10:28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
11:7
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 利 18:21
耶 32:25
按着定价、买来的。
摩 5:26
1Ki 10:29 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 徒 7:43
银六百舍客勒、马每匹一百五十
舍客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
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
们手买来的。
*

第十一章
1Ki 11:1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

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
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
西顿女子、赫人女子。
1Ki 11:2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
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
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
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
1Ki 11:3 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
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
他的心。
1Ki 11:4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
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
顺服耶和华他的 神。
1Ki 11:5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
女神亚斯他录、和亚扪人可憎的
神米勒公。
1Ki 11:6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
心顺从耶和华。
1Ki 11:7 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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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
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邱坛。
1Ki 11:8 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
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
妃嫔、也是这样行。
1Ki 11:9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
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1Ki 11:10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
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
吩咐的。
1Ki 11:11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
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
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
1Ki 11:12 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
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
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1Ki 11:13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
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
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1Ki 11:14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
起、作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
王的后裔。
1Ki 11:15 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
约押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
的男丁都杀了．
1Ki 11:16 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
东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
丁尽都剪除．
1Ki 11:17 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
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
埃及。
1Ki 11:18 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
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
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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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
11:29
1Ki 11:19 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
先知年表
惠、以致法老将王后答比匿的妹
子赐他为妻。
1Ki 11:20 答比匿的妹子给哈达生
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拔、答比
匿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
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
在法老的宫里。
1Ki 11:21 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
他列祖同睡、元帅约押也死了、
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
1Ki 11:22 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
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
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
只是求王容我回去。
1Ki 11:23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
利逊兴起、作所罗门的敌人．他
先前逃避主人琐巴王哈大底谢．
1Ki 11:24 大卫击杀琐巴人的时候、
利逊招聚了一群人、自己作他们
的头目、往大马色居住、在那里
作王。
1Ki 11:25 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
为患之外、利逊也作以色列的敌
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作了亚
兰人的王。
1Ki 11:26 所罗门的臣仆、尼八的儿
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
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
亲是寡妇、名叫洗鲁阿。
1Ki 11:27 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
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
父亲大卫城的破口。
1Ki 11:28 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
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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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
1Ki 11:29 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
撒冷、示罗人先知亚希雅在路上
遇见他．亚希雅身上穿着一件新
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
别人。
1Ki 11:30 亚希雅将自己穿的那件
新衣撕成十二片．
1Ki 11:31 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
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
将十个支派赐给你。
1Ki 11:32（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
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
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
个支派）
1Ki 11:33 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
人的女神亚斯他录、摩押的神基
抹、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没有
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
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
大卫一样。
1Ki 11:34 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
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
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
律例．
1Ki 11:35 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
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
1Ki 11:36 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
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
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
长有灯光。
1Ki 11:37 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
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
1Ki 11:38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
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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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
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
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
给你。
1Ki 11:39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
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
1Ki 11:40 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
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
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
及、直到所罗门死了。
1Ki 11:41 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
门记上。
1Ki 11:42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
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
1Ki 11:43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
波安接续他作王。

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
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覆这
民。
1Ki 12:7 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
服事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
们、他们就永远作王的仆人。
1Ki 12:8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
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
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
1Ki 12:9 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
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
覆他们。
1Ki 12:10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
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
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
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
我父亲的腰还粗。
1Ki 12:11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
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
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
打你们。
1Ki 12:12 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
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
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
了。
1Ki 12:13 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
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1Ki 12:14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
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
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
责打你们。
1Ki 12:15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
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藉示罗

第十二章
1Ki 12:1 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

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
1Ki 12:2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
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
那里。（他听见这事）
1Ki 12:3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
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波
安、对他说、
1Ki 12:4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作
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作的苦工、
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事奉
你。
1Ki 12:5 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暂
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
了。
1Ki 12:6 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
His Faith

415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二章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二章

人亚希雅对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所说的话。
1Ki 12:16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
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
什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
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
去罢．大卫家阿、自己顾自己罢。
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
了。
1Ki 12:17 惟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
列人、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
1Ki 12:18 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
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
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
冷去了。
1Ki 12:19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
家、直到今日。
1Ki 12:20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
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
众面前、立他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
卫家的。
1Ki 12:21 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
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
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
与以色列家争战、好将国夺回、
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
1Ki 12:22 但
神的话临到神人示
玛雅、说、
1Ki 12:23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
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
全家、并其余的民、说、
1Ki 12:24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
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争
战．各归各家去罢、因为这事出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三章

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
1Ki 12:25 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
建筑示剑、就住在其中．又从示
剑出去、建筑毗努伊勒。
1Ki 12:26 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
国仍归大卫家．
1Ki 12:27 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
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
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
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
1Ki 12:28 耶罗波安王就筹画定妥、
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
以色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
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
地的神。
1Ki 12:29 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
特利、一只安在但。
1Ki 12:30 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
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
1Ki 12:31 耶罗波安在邱坛那里建
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
祭司。
1Ki 12:32 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
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
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
样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将立
为邱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1Ki 12:33 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
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
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
香。

第十三章
1Ki 13:1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

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
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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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13:2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

1Ki 13:12 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那

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
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
叫约西亚．他必将邱坛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
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1Ki 13:3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
13:16
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撒．这 林前 5:11
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1Ki 13:4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
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
伸手、说、拿住他罢。王向神人
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
1Ki 13:5 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
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
设的预兆。
1Ki 13:6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
告、求耶和华你 神的恩典、使
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
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
一样。
1Ki 13:7 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
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
赏赐。
1Ki 13:8 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
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1Ki 13:9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
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
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1Ki 13:10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
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
1Ki 13:11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
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
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
的话、都告诉了父亲。

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
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
人所去的路。
1Ki 13:13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
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
驴、他就骑上、
1Ki 13:14 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
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
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
1Ki 13:15 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
回家吃饭。
1Ki 13:16 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
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
饭喝水．
1Ki 13:17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
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1Ki 13:18 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
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
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
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
先知诓哄他。
1Ki 13:19 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
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1Ki 13:20 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
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1Ki 13:21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
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
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
神的命令．
1Ki 13:22 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
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
坟墓。
1Ki 13:23 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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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先知备驴。
1Ki 13:24 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
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
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
站在尸身旁边。
1Ki 13:25 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
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边、
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
这事。
1Ki 13:26 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
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
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
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
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
1Ki 13:27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
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
驴。
1Ki 13:28 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
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
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
抓伤驴。
1Ki 13:29 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
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
哀哭他、葬埋他．
1Ki 13:30 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
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
兄阿。
1Ki 13:31 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
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
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
的尸骨。
1Ki 13:32 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
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
有邱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
验。
1Ki 13:33 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四章

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邱坛
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
圣、立为邱坛的祭司。
1Ki 13:34 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
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
了。

第十四章
1Ki 14:1 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

雅病了。
1Ki 14:2 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
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
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
里有先知亚希雅．他曾告诉我说、
你必作这民的王。
1Ki 14:3 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
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
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
1Ki 14:4 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
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希雅的家。
亚希雅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
不能看见。
1Ki 14:5 耶和华先晓谕亚希雅说、
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
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
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
1Ki 14:6 他刚进门、亚希雅听见他
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
妻、进来罢．你为何装作别的妇
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1Ki 14:7 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
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作我民以
色列的君．
1Ki 14:8 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
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
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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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看为正的事．
1Ki 14:9 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
14:13
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 赛 57:1
腓 1:23
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
14:26*
1Ki 14:10 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
歌 5:11
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 14:27*
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 申 28:23
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
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1Ki 14:11 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
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
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
的。
1Ki 14:12 所以你起身回家去罢．你
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
1Ki 14:13 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
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
惟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
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
列的 神、显出善行。
1Ki 14:14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
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
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
1Ki 14:15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
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
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
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
那边、因为他们作木偶、惹耶和
华发怒。
1Ki 14:16 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
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
1Ki 14:17 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
到了得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
了。
1Ki 14:18 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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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哀哭、正如耶和华藉他仆人先
知亚希雅所说的话。
1Ki 14:19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
样争战、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
列诸王记上。
1Ki 14:20 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
就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答接
续他作王。
1Ki 14:21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
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
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
名的城、作王十七年．罗波安的
母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
1Ki 14:22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
比他们列祖更甚。
1Ki 14:23 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
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
1Ki 14:24 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
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
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1Ki 14:25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
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1Ki 14:26 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
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
门制造的金*盾牌。
*
1Ki 14:27 罗波安王制造铜 盾牌代
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
卫长看守。
1Ki 14:28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
卫兵就拿这盾牌、随后仍将盾牌
送回、放在护卫房。
1Ki 14:29 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1Ki 14:30 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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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战。
1Ki 14:31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
母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他儿
子亚比央〔又名亚比雅〕接续他
作王。

1Ki 15:11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
15:14*
王上
22:43
王下 12:3
王下 14:4
王下 15:4
王下
15:35

第十五章
1Ki 15:1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

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1Ki 15:2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
母亲名叫玛迦、是押沙龙的女儿。
1Ki 15:3 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
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
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
华他的 神。
1Ki 15:4 然而耶和华他的
神、因
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
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
坚立耶路撒冷．
1Ki 15:5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
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
一切所吩咐的。
1Ki 15:6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
罗波安争战。
1Ki 15:7 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
比央常与耶罗波安争战。
1Ki 15:8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
他作王。
1Ki 15: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
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1Ki 15:10 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
年．他祖母名叫玛迦、是押沙龙
的女儿。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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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1Ki 15:12 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
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1Ki 15:13 并且贬了他祖母玛迦太
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
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
汲沦溪边。
*
1Ki 15:14 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 ．亚
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1Ki 15:15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
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
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1Ki 15:16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
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1Ki 15:17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
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
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1Ki 15:18 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
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
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
大马色的亚兰王、希旬的孙子、
他伯利们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
1Ki 15:19 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
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
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
1Ki 15:20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
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玛迦、
基尼烈全境、拿弗他利全境。
1Ki 15:21 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
筑拉玛了、仍住在得撒。
1Ki 15:22 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
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
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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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迦巴、
和米斯巴。
1Ki 15:23 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
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
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
1Ki 15:24 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
1Ki 15:25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
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以色列
王共二年。
1Ki 15:26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
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
罪。
1Ki 15:27 以萨迦人亚希雅的儿子
巴沙背叛拿答、在非利士的基比
顿杀了他．那时拿答和以色列众
人正围困基比顿。
1Ki 15:28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
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
1Ki 15:29 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
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
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
和华藉他仆人示罗人亚希雅所
说的话。
1Ki 15:30 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
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
动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Ki 15:31 拿答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Ki 15:32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
世的日子、常常争战。
1Ki 15:33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希
雅的儿子巴沙在得撒登基作以
His Faith

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年。
1Ki 15:3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
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第十六章
1Ki 16:1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

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
1Ki 16:2 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
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
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
陷在罪里、惹我发怒．
1Ki 16:3 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
你的家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
的家一样。
1Ki 16:4 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
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
被空中的鸟吃。
1Ki 16:5 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
诸王记上。
1Ki 16:6 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得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
1Ki 16:7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
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
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作的惹耶
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1Ki 16:8 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
沙的儿子以拉在得撒登基作以
色列王、共二年。
1Ki 16:9 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
心利背叛他．当他在得撒家宰亚
杂家里喝醉的时候、
1Ki 16:10 心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
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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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事。
1Ki 16:11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
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
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
1Ki 16:12 心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
家、正如耶和华藉先知耶户责备
巴沙的话．
1Ki 16:13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
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
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
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Ki 16:14 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Ki 16:15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心
利在得撒作王七日。那时民正安
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
1Ki 16:16 民在营中听说心利背叛、
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
在营中立元帅暗利作以色列王。
1Ki 16:17 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
基比顿上去、围困得撒。
1Ki 16:18 心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
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
而死．
1Ki 16:19 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
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的那罪。
1Ki 16:20 心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
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Ki 16:21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
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
立他作王．一半随从暗利。
1Ki 16:22 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
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提比
尼死了、暗利就作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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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16:23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暗

利登基作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
得撒作王六年。
1Ki 16:24 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
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
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
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
1Ki 16:25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
甚。
1Ki 16:26 因他行了尼八的儿子耶
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
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Ki 16:27 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
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
上。
1Ki 16:28 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
王。
1Ki 16:29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
利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了以色列
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
亚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1Ki 16:30 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
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
列王更甚、
1Ki 16:31 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
了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
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
1Ki 16:32 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
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1Ki 16:33 亚哈又作亚舍拉、他所行
的、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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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
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
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正如
耶和华藉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
的话。

第十七章
1Ki 17:1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

17:10

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事奉永 太 10:41
生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起誓、这
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
雨。
1Ki 17:2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1Ki 17:3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
约但河东边的基立溪旁。
1Ki 17:4 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
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1Ki 17:5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
话、去住在约但河东的基立溪旁。
1Ki 17:6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
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
1Ki 17:7 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1Ki 17:8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1Ki 17:9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撒勒法与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六节
同〕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

一个寡妇供养你。
1Ki 17:10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
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
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1Ki 17:11 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
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
给我。
1Ki 17:12 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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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
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
我儿子作饼．我们吃了、死就死
罢。
1Ki 17:13 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作罢．只要先
为我作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
后为你和你的儿子作饼。
1Ki 17:14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
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1Ki 17:15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
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1Ki 17:16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
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藉以
利亚所说的话。
1Ki 17:17 这事以后、作那家主母的
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
以致身无气息。
1Ki 17:18 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哪、
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
使 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
子死呢。
1Ki 17:19 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
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
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
放在自己的床上．
1Ki 17:20 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
华我的 神阿、我寄居在这寡妇
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
儿子死了么。
1Ki 17:21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
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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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神阿、求你使这孩子的
魂a、仍入他的身体。
1Ki 17:22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
活了。
1Ki 17:23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
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
看哪、你的儿子活了。
1Ki 17:24 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
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
说的话是真的。

1Ki 18:9 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

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
杀我呢。
1Ki 18:10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
神起誓、无论那一邦、那一国、
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
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
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
1Ki 18:11 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
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1Ki 18:12 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
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
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
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
自幼敬畏耶和华的。
1Ki 18:13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
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
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
这事告诉我主么。
1Ki 18:14 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
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
我。
1Ki 18:15 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事奉
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
日必使亚哈得见我。
1Ki 18:16 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
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
1Ki 18:17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么。
1Ki 18:18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
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
随从巴力。
1Ki 18:19 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
色列众人、和事奉巴力的那四百

第十八章
1Ki 18:1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

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
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1Ki 18:2 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
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
1Ki 18:3 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召
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
1Ki 18:4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
时候、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
水供养他们。
1Ki 18:5 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
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
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
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
1Ki 18:6 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
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
1Ki 18:7 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
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
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1Ki 18:8 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
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a 1Ki 17:21 孩子的魂 dl#Y\h^-vp#n\ 和合本译作孩
子的灵魂 , 下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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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事
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
们都上迦密山去见我。
1Ki 18:20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
18:26
列众人、和先知、都上迦密山。 太 6:7
1Ki 18:21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18:38
创 15:17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 利 9:24
6:21
和华是 神、就当顺从耶和华． 士
代下 7:1
若巴力是 神、就当顺从巴力．
众民一言不答。
1Ki 18:22 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
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
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1Ki 18:23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
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块子、
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
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1Ki 18:24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
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
的神、就是 神。众民回答说、
这话甚好。
1Ki 18:25 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
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
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
名．却不要点火。
1Ki 18:26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
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力
的名、说、巴力阿、求你应允我
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踊跳。
1Ki 18:27 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
们、说、大声求告罢．因为他是
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
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1Ki 18:28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
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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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身体流血。
1Ki 18:29 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
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
1Ki 18:30 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
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
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1Ki 18:31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
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
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
的名要叫以色列）
1Ki 18:32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
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
可容谷种二细亚、
1Ki 18:33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
犊切成块子、放在柴上、对众人
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
燔祭和柴上．
1Ki 18:34 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
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
们就倒第三次。
1Ki 18:35 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
满了水。
1Ki 18:36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
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
以撒、以色列的 神、耶和华阿、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
的 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1Ki 18:37 耶和华阿、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
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1Ki 18:38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
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
干沟里的水。
1Ki 18:39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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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耶和华是 神、耶和华是
神。
1Ki 18:40 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
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
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
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1Ki 18:41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
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
声了。
1Ki 18:42 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
上了迦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
伏在两膝之中．
1Ki 18:43 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
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
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
七次。
1Ki 18:44 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
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
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
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
雨阻挡。
1Ki 18:45 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
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
去了。
1Ki 18:46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
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
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
门。

我。
1Ki 19:3 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
19:6
约 21:9

19:8*
创 7:4
申 9:18
结 4:6
太 4:2

19:10
罗 11:3

第十九章
1Ki 19:1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
耶洗别。
1Ki 19:2 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
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
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与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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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
人留在那里。
1Ki 19:4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
程、来到一棵罗腾树下．〔罗腾小
树名松类下同〕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耶和华阿、罢了．求你取我
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1Ki 19:5 他就躺在罗腾树下、睡着
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
吃罢。
1Ki 19:6 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
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1Ki 19:7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
他、说、起来吃罢、因为你当走
的路甚远．
1Ki 19:8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
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
了 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1Ki 19:9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
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以利亚阿、你在这里作什么．
1Ki 19:10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
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
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
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1Ki 19:11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
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
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
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1Ki 19:12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
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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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
他说、以利亚阿、你在这里作什
么．
19:12-13
1Ki 19:14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
声音:
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 创 3:8
申 5:25
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 撒上 3:4
路 9:35
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约 12:28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19:18
1Ki 19:15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 罗 11:4
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 19:21
约 21:19
就要膏哈薛作亚兰王．
1Ki 19:16 又膏宁示的孙子耶户作
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何拉人沙
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
1Ki 19:17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
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杀．
1Ki 19: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
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
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1Ki 19:19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
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
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
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1Ki 19:20 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
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
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
亚对他说、你回去罢、我向你作
了什么呢．
1Ki 19:21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
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
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
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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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20:1 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

军、率领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
上来围攻撒玛利亚。
1Ki 20:2 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
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
1Ki 20:3 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
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
1Ki 20:4 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
王阿、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
所有的都归你。
1Ki 20:5 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
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
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
1Ki 20:6 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
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
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
所喜爱的、都拿了去。
1Ki 20:7 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
来、对他们说、请你们看看、这
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
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
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
1Ki 20:8 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
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
1Ki 20:9 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
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
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
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的、我
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覆便哈达。
1Ki 20:10 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
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
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
重重的降罚与我。
1Ki 20:11 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
才顶盔贯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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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夸口。
1Ki 20:12 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
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
说、摆队罢．他们就摆队攻城。
1Ki 20:13 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
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
大群人你看见了么．今日我必将
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
耶和华。
1Ki 20:14 亚哈说、藉着谁呢．他回
答说、耶和华说、藉着跟从省长
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
他说、要你亲自率领。
1Ki 20:15 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
的少年人、共有二百三十二名．
后又数点以色列的众兵、共有七
千名。
1Ki 20:16 午间、他们就出城．便哈
达和帮助他的三十二个王、正在
帐幕里痛饮．
1Ki 20:17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
城．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他们
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
1Ki 20:18 他说、他们若为讲和出来、
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
要活捉他们。
1Ki 20:19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
军兵跟随他们．
1Ki 20:20 各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
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
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
逃跑。
1Ki 20:21 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
大大击杀亚兰人。
1Ki 20:22 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
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二十章

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
来攻击你。
1Ki 20:23 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
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
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
打仗、我们必定得胜．
1Ki 20:24 王当这样行、把诸王革去、
派军长代替他们．
1Ki 20:25 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数、
再招募一军、马补马、车补车、
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必定得
胜．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
1Ki 20:26 次年便哈达果然点齐亚
兰人、上亚弗去、要与以色列人
打仗。
1Ki 20:27 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
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
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
亚兰人却满了地面。
1Ki 20:28 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
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
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
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
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1Ki 20:29 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
安营七日．到第七日两军交战．
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
兵十万．
1Ki 20:30 其余的逃入亚弗城．城墙
塌倒、压死剩下的二万七千人．
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
子里。
1Ki 20:31 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
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
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
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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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性命。
1Ki 20:32 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
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
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
命．亚哈说、他还活着么．他是
我的兄弟。
1Ki 20:33 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
气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
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去
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
请他上车。
1Ki 20:34 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
父那里所夺的城邑、我必归还．
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
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
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
立约、放他去了。
1Ki 20:35 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
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
罢．那人不肯打他．
1Ki 20:36 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
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
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
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
1Ki 20:37 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
人、对他说、你打我罢．那人就
打他、将他打伤。
1Ki 20:38 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
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
1Ki 20:39 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
叫说、仆人在阵上的时候、有人
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
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
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
一他连得银子来．
1Ki 20:40 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
His Faith

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
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
1Ki 20:41 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
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
1Ki 20:42 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
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
必代替他的民。
1Ki 20:43 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
的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

第二十一章
1Ki 21:1 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

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
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
1Ki 21:2 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
葡萄园给我作菜园、因为是靠近
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
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
价值给你．
1Ki 21:3 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
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
业给你。
1Ki 21:4 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
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
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
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
1Ki 21:5 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
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
1Ki 21:6 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
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
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
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
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
1Ki 21:7 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
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
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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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
你。
1Ki 21:8 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
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
城居住的长老贵胄．
1Ki 21:9 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
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1Ki 21:10 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
对面、作见证告他说、你谤渎
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
石头打死。
1Ki 21:11 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
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
信而行．
1Ki 21:12 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
间的高位上．
1Ki 21:13 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
的对面、当着众民作见证告他说、
拿伯谤渎 神和王了。众人就把
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
1Ki 21:14 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
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
1Ki 21:15 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
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
斯列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
葡萄园罢．现在他已经死了。
1Ki 21:16 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
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
萄园。
1Ki 21:17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
人以利亚说、
1Ki 21:18 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
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
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
1Ki 21:19 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
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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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
在何处餂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
餂你的血。
1Ki 21:20 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
阿、你找到我么．他回答说、我
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1Ki 21:21 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
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
列中剪除．
1Ki 21:22 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八的
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希雅
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
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1Ki 21:23 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
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
的肉。
1Ki 21:24 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
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
被空中的鸟吃。
1Ki 21:25（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
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
1Ki 21:26 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
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
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
1Ki 21:27 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
服、禁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
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
1Ki 21:28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
人以利亚说、
1Ki 21:29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
你看见了么．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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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

第二十二章
1Ki 22:1 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

22:17

太 9:36
有争战。
1Ki 22:2 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
去见以色列王。
1Ki 22:3 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
不知道基列的拉末是属我们的
么、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
兰王手里夺回来么。
1Ki 22:4 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
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么．约沙法
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
你的马一样。
1Ki 22:5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
你先求问耶和华．
1Ki 22:6 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
约有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上去
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
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1Ki 22:7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
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
么．
1Ki 22:8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
有一个人、是音拉的儿子米该雅、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
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
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约沙
法说、王不必这样说。
1Ki 22:9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
来、说、你快去、将音拉的儿子
米该雅召来。
1Ki 22:10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
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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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
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1Ki 22:11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
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
他们灭尽。
1Ki 22:12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
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
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
在王的手中。
1Ki 22:13 那去召米该雅的使者对
米该雅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
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
样的话、也说吉言．
1Ki 22:14 米该雅说、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1Ki 22:15 米该雅到王面前、王问他
说、米该雅阿、我们上去攻取基
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
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
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1Ki 22:16 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
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
话呢．
1Ki 22:17 米该雅说、我看见以色列
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
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
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
各家去。
1Ki 22:18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
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
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么。
1Ki 22:19 米该雅说、你要听耶和华
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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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22:20 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

1Ki 22:32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

上基列的拉末去阵亡呢．这个就
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
1Ki 22:21 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
22:32
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 代下
18:31
1Ki 22:22 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 诗 56:9
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 22:42
中作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 列王年表
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罢。 22:43*
王上
15:14
1Ki 22:23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王下 12:3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 王下 14:4
王下 15:4
华已经命定降祸与你。
王下
15:35
1Ki 22:24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
来、打米该雅的脸、说、耶和华
的灵从那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
1Ki 22:25 米该雅说、你进严密的屋
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
1Ki 22:26 以色列王说、将米该雅带
回交给邑宰亚们和王的儿子约
阿施、说、
1Ki 22:27 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
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1Ki 22:28 米该雅说、你若能平平安
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藉
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哪、你
们都要听。
1Ki 22:29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
法上基列的拉末去了．
1Ki 22:30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
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
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
1Ki 22:31 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三
十二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争
战、只要与以色列王争战．

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
争战．约沙法便呼喊。
1Ki 22:33 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去不追他了。
1Ki 22:34 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
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
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罢。
1Ki 22:35 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
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
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
车中。
1Ki 22:36 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
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
本地罢。
1Ki 22:37 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
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
1Ki 22:38 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
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
澡）狗来餂他的血、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话。
1Ki 22:39 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所
建筑的一切城邑、都写在以色列
诸王记上。
1Ki 22:40 亚哈与他列祖同睡．他儿
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1Ki 22:41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
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作了犹大
王．
1Ki 22:42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三
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
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
希的女儿。
1Ki 22:43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

列王纪上 (王上) 1Ki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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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邱坛还没
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
香。
22:43*
1Ki 22:44 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
王上
1Ki 22:45 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 15:14
王下 12:3
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争战、都 王下 14:4
王下 15:4
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王下
15:35
1Ki 22:46 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
世所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
了。
1Ki 22:47 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
治理。
1Ki 22:48 约沙法制造他施船只、要
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
有去．因为船在以旬迦别破坏了。
1Ki 22:49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
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
坐船同去罢．约沙法却不肯。
1Ki 22:50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
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
约兰接续他作王。
1Ki 22:51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亚
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
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1Ki 22:5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八
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
在罪里的事．
1Ki 22:53 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事奉敬拜巴力、惹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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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Ki 1:1 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1:8
2Ki 1:2 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 太 3:4

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 1:9-15
约 21:11
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革
伦的神巴力西卜、我这病能好不 1:10
利 10:2
民 16:35
能好。
启 11:5
2Ki 1:3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 启 20:9
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 1:14
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 亚 13:8
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
以色列中没有 神么。
2Ki 1:4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
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
亚就去了。
2Ki 1:5 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2Ki 1:6 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
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
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
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革伦神
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
神么．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2Ki 1:7 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
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
2Ki 1:8 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
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
利亚。
2Ki 1:9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
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
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
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哪、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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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吩咐你下来。
2Ki 1:10 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
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
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
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
五十人。
2Ki 1:11 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
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
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哪、王
吩咐你快快下来。
2Ki 1:12 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
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
和你那五十人。于是 神的火从
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
他那五十人。
2Ki 1:13 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
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
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
他、说、神人哪、愿我的性命、和
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
前看为宝贵。
2Ki 1:14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
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
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2Ki 1:15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
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
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
2Ki 1:16 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
差人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
因以色列中没有 神可以求问
么．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
定要死。
2Ki 1:17 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
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
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作王、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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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
第二年。
2Ki 1:18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
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Ki 2:7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2:11
创 5:24
来 11:5

第二章
2Ki 2:1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

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
吉甲前往。
2Ki 2:2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
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
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
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
利。
2Ki 2:3 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
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
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
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
作声。
2Ki 2:4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
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
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
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
利哥。
2Ki 2:5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
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
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
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
声。
2Ki 2:6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
差遣我往约但河去、你可以在这
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
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
往。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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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
但河边站住。
2Ki 2:8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
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2Ki 2:9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
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
要我为你作什么只管求我。以利
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
我。
2Ki 2:10 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
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
然、必得不着了。
2Ki 2:11 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
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
乘旋风升天去了。
2Ki 2:12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
父阿、我父阿、以色列的战车马
兵阿。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
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2Ki 2:13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
的外衣、回去站在约但河边。
2Ki 2:14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
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
的 神在那里呢。打水之后、水
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2Ki 2:15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
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
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
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2Ki 2:16 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
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
师傅、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
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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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必打发人去。
2Ki 2:17 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
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罢。
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
天、也没有找着。
2Ki 2:18 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
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么。
2Ki 2:19 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
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
2Ki 2:20 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
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
2Ki 2:21 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
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
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
不再使地土不生产。
2Ki 2:22 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
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2Ki 2:23 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
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
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
罢、秃头的上去罢。
2Ki 2:24 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
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
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
二个童子。
2Ki 2:25 以利沙从伯特利上迦密山、
又从迦密山回到撒玛利亚。

2Ki 3:3 然而他贴近尼八的儿子耶

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
那罪、总不离开。
2Ki 3:4 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
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
2Ki 3:5 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
色列王。
2Ki 3:6 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
数点以色列众人。
2Ki 3:7 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
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
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么。他说、
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
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
马一样。
2Ki 3:8 约兰说、我们从那条路上
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
上去。
2Ki 3:9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
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
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
喝。
2Ki 3:10 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
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
人的手里。
2Ki 3:11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
和华的先知么．我们可以托他求
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
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
沙、就是从前服事以利亚的。

第三章
2Ki 3:1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

〔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

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了以色列王十二年。
2Ki 3: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
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力的柱像。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三章

2Ki 3:12 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

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
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
2Ki 3:13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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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
和你母亲的先知罢。以色列王对
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
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
手里。
2Ki 3:14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事奉
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
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
你、不顾你。
2Ki 3:15 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
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
〔原文作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2Ki 3:16 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
2Ki 3:17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
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
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2Ki 3:18 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
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
中。
2Ki 3:19 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
砍伐各种佳树、塞住一切水泉、
用石头蹧踏一切美田。
2Ki 3:20 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
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
了水。
2Ki 3:21 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
要与他们争战、凡能顶盔贯甲的、
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
上。
2Ki 3:22 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
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
2Ki 3:23 就说、这是血阿．必是三王
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哪、
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罢。
2Ki 3:24 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
His Faith

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
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
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
的境内．
2Ki 3:25 拆毁摩押的城邑．各人抛
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
砍伐各种佳树、只剩下吉珥哈列
设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
那城。
2Ki 3:26 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
对敌、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要
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
能．
2Ki 3:27 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
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
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或作招
人痛恨〕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
各回本国去了。

第四章
2Ki 4:1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

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
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个儿子作
奴仆。
2Ki 4:2 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
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
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
瓶油之外、没有什么。
2Ki 4:3 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
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
2Ki 4:4 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
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
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2Ki 4:5 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
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
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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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4:6 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
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
2Ki 4:7 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
4:8
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 太 10:41
4:16
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到..*: 到
2Ki 4:8 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
了产期;
18:10
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 创
创 18:14
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
过、就进去吃饭。
2Ki 4:9 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
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
人。
2Ki 4:10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
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
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
就可以住在其间。
2Ki 4:11 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
进了那楼躺卧。
2Ki 4:12 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
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
2Ki 4:13 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
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向王、或
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
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2Ki 4:14 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
为他作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
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
2Ki 4:15 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
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
*
2Ki 4:16 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 、
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
我主阿、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2Ki 4:17 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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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
所说的。
2Ki 4:18 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
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2Ki 4:19 他对父亲说、我的头阿、我
的头阿。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
抱到他母亲那里。
2Ki 4:20 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
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
了。
2Ki 4:21 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
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
2Ki 4:22 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
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
的去见神人、就回来。
2Ki 4:23 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
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
妇人说、平安无事。
2Ki 4:24 于是备上驴、对仆人说、你
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
不要迟慢。
2Ki 4:25 妇人就往迦密山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基哈
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
2Ki 4:26 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
平安么．你丈夫平安么．孩子平
安么．他说、平安。
2Ki 4:27 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
推开他、神人说、由他罢、因为
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2Ki 4:28 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
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
欺哄我么。
2Ki 4:29 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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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
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
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
放在孩子脸上。
2Ki 4:30 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
4:33
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太 6:6
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4:43
太 15:33
随着他去了。
2Ki 4:31 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
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
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
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2Ki 4:32 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
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
2Ki 4:33 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
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
2Ki 4:34 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
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
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
了。
2Ki 4:35 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
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
了。
2Ki 4:36 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
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
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
2Ki 4:37 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
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
2Ki 4:38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
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
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
上、给先知门徒熬汤。
2Ki 4:39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
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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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2Ki 4:40 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
候、都喊叫说、神人哪、锅中有
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2Ki 4:41 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
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
人吃罢．锅中就没有毒了。
2Ki 4:42 有一个人从巴力沙利沙来、
带着初熟大麦作的饼二十个、并
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
2Ki 4:43 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
一百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
给众人吃罢．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还剩下。
2Ki 4:44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
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
华所说的。

第五章
2Ki 5:1 亚兰王的元帅乃缦、在他主

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藉
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
勇士、只是长了大痲疯。
2Ki 5:2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
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
女子就服事乃缦的妻。
2Ki 5:3 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
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
好他的大痲疯。
2Ki 5:4 乃缦进去、告诉他主人说、
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2Ki 5:5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
达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缦带银
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
衣裳十套、就去了．
2Ki 5:6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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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发臣仆乃缦去见你、你接到
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痲疯。
2Ki 5:7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
服、说、我岂是 神、能使人死、
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
我治好他的大痲疯。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2Ki 5:8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
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
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
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
有先知了。
2Ki 5:9 于是乃缦带着车马到了以
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2Ki 5:10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
乃缦说、你去在约但河中沐浴七
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2Ki 5:11 乃缦却发怒走了、说、我想
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
华他 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
治好这大痲疯。
2Ki 5:12 大马色的河、亚罢拿和法
珥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
好么．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么。
于是气忿忿的转身去了。
2Ki 5:13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
我父阿、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
事、你岂不作么．何况说你去沐
浴、而得洁净呢。
2Ki 5:14 于是乃缦下去、照着神人
的话．在约但河里沐浴七回、他
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
就洁净了。
2Ki 5:15 乃缦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五章

普天下没有 神．现在求你收点
仆人的礼物。
2Ki 5:16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事奉
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
乃缦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
2Ki 5:17 乃缦说、你若不肯受、请将
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
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
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2Ki 5:18 惟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
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
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
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
事、愿耶和华饶恕我。
2Ki 5:19 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
平安安的回去。乃缦就离开他去
了、走了不远。
2Ki 5:20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
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
人乃缦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
去追上他、向他要些。
2Ki 5:21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缦。乃
缦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
着他、说、都平安么。
2Ki 5:22 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
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
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
衣裳。
2Ki 5:23 乃缦说、请受二他连得．再
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
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
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
头抬着走。
2Ki 5:24 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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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
们回去。
2Ki 5:25 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
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
从那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
那里去。
2Ki 5:26 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
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
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
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
时候呢。
2Ki 5:27 因此乃缦的大痲疯必沾染
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
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
了大痲疯、像雪那样白。

6:17
太 26:53

第六章
2Ki 6:1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

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
2Ki 6:2 求你容我们往约但河去、
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
屋居住。他说、你们去罢。
2Ki 6:3 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
回答说、我可以去。
2Ki 6:4 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
到了约但河、就砍伐树木。
2Ki 6:5 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
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
主阿、这斧子是借的。
2Ki 6:6 神人问说、掉在那里了。他
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
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
就漂上来了。
2Ki 6:7 以利沙说、拿起来罢。那人
就伸手、拿起来了。
2Ki 6:8 亚兰王与以色列人争战、
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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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处安营。
2Ki 6:9 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
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
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
2Ki 6:10 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
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
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
2Ki 6:11 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
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
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
给我么。
2Ki 6:12 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
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
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
告诉以色列王了。
2Ki 6:13 王说、你们去探他在那里、
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
王说、他在多坍。
2Ki 6:14 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
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
2Ki 6:15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
神人说、哀哉、我主阿、我们怎
样行才好呢。
2Ki 6:16 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
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2Ki 6:17 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阿、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
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
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
沙。
2Ki 6:18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
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
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
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2Ki 6:19 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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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
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2Ki 6:20 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
沙祷告说、耶和华阿、求你开这 6:29
申 28:57
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 哀 2:20
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 7:2
34:4
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申
王下 7:19
2Ki 6:21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
以利沙说、我父阿、我可以击杀
他们么。
2Ki 6:22 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
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
他们么。〔或作也不可击杀何况这些
人呢〕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
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
里。
2Ki 6:23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
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
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
不再犯以色列境了。
2Ki 6:24 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
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2Ki 6:25 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
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舍
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
2Ki 6:26 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
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
主、我王阿、求你帮助。
2Ki 6:27 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
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
酒醡呢。
2Ki 6:28 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
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
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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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6:29 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

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
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
子藏起来了。
2Ki 6:30 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
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
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2Ki 6:31 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
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
神重重的降罚与我。
2Ki 6:32 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
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
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
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
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
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
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
步的响声么。
2Ki 6:33 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
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
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
华呢。

第七章
2Ki 7:1 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

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
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
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
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
2Ki 7:2 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
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
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
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
2Ki 7:3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痲
疯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
坐在这里等死呢。
2Ki 7:4 我们若说、进城去罢、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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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
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罢、我
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
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
们、就死了罢。
2Ki 7:5 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
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
见一人在那里。
2Ki 7:6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
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
贿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
王、来攻击我们。
2Ki 7:7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
来逃跑、撇下帐棚、马、驴、营盘
照旧、只顾逃命。
2Ki 7:8 那些长大痲疯的到了营边、
进了帐棚、吃了、喝了、且从其
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
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棚、从
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
2Ki 7:9 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作
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
必临到我们．来罢、我们与王家
报信去。
2Ki 7:10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
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
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
有拴着的马、和驴、帐棚都照旧。
2Ki 7:11 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
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
2Ki 7:12 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
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
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

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
进城。
2Ki 7:13 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
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
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
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
窥探。
2Ki 7:14 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
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
窥探窥探。
2Ki 7:15 他们就追寻到约但河、看
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急跑时丢
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
王。
2Ki 7:16 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
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
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
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2Ki 7:17 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
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
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
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
2Ki 7:18 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
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
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一细
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
2Ki 7:19 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
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
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
不得吃。
2Ki 7:20 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
就死了。

第八章
2Ki 8:1 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

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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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
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
2Ki 8:2 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
年。
2Ki 8:3 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
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
田地哀告王。
2Ki 8:4 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
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
切大事告诉我。
2Ki 8:5 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
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
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
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
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
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
2Ki 8:6 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
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
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
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
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
2Ki 8:7 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
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
神人来到这里了。
2Ki 8:8 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
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2Ki 8:9 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
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
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
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
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
这病能好不能好。
2Ki 8:10 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
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八章

华指示我他必要死。
2Ki 8:11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
他惭愧．神人就哭了。
2Ki 8:12 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
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
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保障、用
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
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
2Ki 8:13 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
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
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
你必作亚兰王。
2Ki 8:14 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
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
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
你必能好。
2Ki 8:15 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
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
是哈薛篡了他的位。
2Ki 8:16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
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
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
作了犹大王。
2Ki 8:17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
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
2Ki 8:18 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
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
2Ki 8:19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
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
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
的子孙。
2Ki 8:20 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
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
2Ki 8:21 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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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益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
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
跑、各回各家去了。
2Ki 8:22 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
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立
拿人也背叛了。
2Ki 8:23 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8:24 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
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2Ki 8:25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
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
谢登基。
2Ki 8:26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
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母
亲名叫亚他利雅、是以色列王暗
利的孙女。
2Ki 8:27 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
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
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
2Ki 8:28 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
往基列的拉末去、与亚兰王哈薛
争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
2Ki 8:29 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
在拉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
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
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

子、
2Ki 9:3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

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作以
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
不要迟延。
2Ki 9:4 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
拉末去了。
2Ki 9:5 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
坐着、就说、将军哪、我有话对
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
要对那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
哪、我要对你说。
2Ki 9:6 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
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
膏你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
2Ki 9:7 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
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
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
的冤。
2Ki 9:8 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
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
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2Ki 9:9 使亚哈的家像尼八儿子耶
罗波安的家、又像亚希雅儿子巴
沙的家。
2Ki 9:10 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
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了、少
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2Ki 9:11 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
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
么．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
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
知道他说什么。
2Ki 9:12 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
的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

第九章
2Ki 9:1 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

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
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末去。
2Ki 9:2 到了那里、要寻找宁示的
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
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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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膏你作以色列王。
2Ki 9:13 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
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
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
了。
2Ki 9:14 这样、宁示的孙子、约沙法
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
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
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末．
2Ki 9:15 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
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
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
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
2Ki 9:16 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
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
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
2Ki 9:17 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
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
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
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
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
2Ki 9:18 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
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
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
后头罢。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
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
2Ki 9:19 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
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
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
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罢。
2Ki 9:20 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
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
像宁示的孙子耶户的赶法。
2Ki 9:21 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
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九章

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
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
那里遇见他。
2Ki 9:22 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阿、
平安么。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
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
2Ki 9:23 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
谢说、亚哈谢阿、反了。
2Ki 9:24 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
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
仆倒在车上。
2Ki 9:25 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
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
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
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
哈所说的预言、
2Ki 9:26 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
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
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
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
这田间。
2Ki 9:27 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
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
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
近以伯莲姑珥的坡上击伤了他。
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
2Ki 9:28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
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
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
2Ki 9:29 亚哈谢登基、作犹大王的
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
一年。
2Ki 9:30 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
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
往外观看。
2Ki 9:31 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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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杀主人的心利阿、平安么。
2Ki 9:32 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
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
往外看他。
2Ki 9:33 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
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10:11
王下 17:6
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
何 1:4
摩 7:9
2Ki 9:34 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
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
了．因为他是王的女儿。
2Ki 9:35 他们就去葬埋他．只寻得
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
2Ki 9:36 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
说、这正应验耶和华、藉他仆人
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
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
肉．
2Ki 9:37 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
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
这是耶洗别。

第十章
2Ki 10:1 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

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
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
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
2Ki 10:2 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
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
2Ki 10:3 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
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
宜的、使他坐他父亲的位、你们
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争战。
2Ki 10:4 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
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
怎能站得住呢。
2Ki 10:5 家宰、邑宰、和长老、并教
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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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
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
谁作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
2Ki 10:6 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
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
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
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
的儿子七十人、都住在教养他们
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
2Ki 10:7 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七
十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
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
2Ki 10:8 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
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
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
搁到明日。
2Ki 10:9 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
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
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
却是谁杀的呢。
2Ki 10:10 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
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
因为耶和华藉他仆人以利亚所
说的话、都成就了。
2Ki 10:11 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
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
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
个。
2Ki 10:12 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
2Ki 10:13 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
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
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
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
2Ki 10:14 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
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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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四十
二人、没有留下一个。
2Ki 10:15 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
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
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
像我诚心待你么．约拿达回答说、
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
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
2Ki 10:16 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
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
坐在车上。
2Ki 10:17 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
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
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
说的。
2Ki 10:18 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
亚哈事奉巴力还冷淡．耶户却更
热心。
2Ki 10:19 现在我要给巴力献大祭．
应当叫巴力的众先知、和一切拜
巴力的人、并巴力的众祭司、都
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
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
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力的人。
2Ki 10:20 耶户说、要为巴力宣告严
肃会．于是宣告了。
2Ki 10:21 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
凡拜巴力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
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力庙．巴
力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
了人。
2Ki 10:22 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
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力
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
们。
2Ki 10:23 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章

达、进了巴力庙、对拜巴力的人
说、你们察看察看、在你们这里
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
拜巴力的人。
2Ki 10:24 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
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八十人
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
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脱逃、谁
放的、必叫他偿命。
2Ki 10:25 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
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
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
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
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力庙的城去
了。
2Ki 10:26 将巴力庙中的柱像、都拿
出来烧了．
2Ki 10:27 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
巴力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
2Ki 10:28 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
了巴力。
2Ki 10:29 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八的
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
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
的金牛犊。
2Ki 10:30 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
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
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
坐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
2Ki 10:31 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
和华以色列 神的律法、不离开
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的那罪。
2Ki 10:32 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
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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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
王．
2Ki 11:8 各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
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治
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
他。
2Ki 11:9 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何
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
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
司耶何耶大．
2Ki 11:10 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
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
长。
2Ki 11:11 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
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围．
2Ki 11:12 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
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膏他
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
2Ki 11:13 亚他利雅听见护卫兵和
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
华的殿．
2Ki 11:14 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
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
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雅
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
了。
2Ki 11:15 祭司耶何耶大吩咐管辖
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
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
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
2Ki 11:16 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
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
2Ki 11:17 耶何耶大使王和民与耶
和华立约、作耶和华的民．又使
王与民立约。

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珥起、就
是基列和巴珊的迦得人、流便人、
玛拿西人之地。
2Ki 10:34 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
诸王记上。
2Ki 10:35 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
作王。
2Ki 10:36 耶户在撒玛利亚作以色
列王二十八年。

第十一章
2Ki 11:1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见

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
2Ki 11:2 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
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
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
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
房里、躲避亚他利雅、免得被杀．
2Ki 11:3 约阿施和他的乳母藏在耶
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雅篡了
国位。
2Ki 11:4 第七年、耶何耶大打发人
叫迦利人〔或作亲兵〕和护卫兵
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
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
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
指给他们看．
2Ki 11:5 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
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
要看守王宫．
2Ki 11:6 三分之一、要在苏珥门．三
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
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
2Ki 11:7 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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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11:18 于是国民都到巴力庙、拆

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
将巴力的祭司玛坦杀了。祭司耶
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
2Ki 11:19 又率领百夫长和迦利人
12:3*
〔或作亲兵〕与护卫兵、以及国中 王上
15:14
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 王上
22:43
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坐 王下 14:4
王下 15:4
了王位。
王下
2Ki 11:20 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15:35
众人已将亚他利雅在王宫那里
用刀杀了。
2Ki 11:21 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
七岁。

第十二章
2Ki 12:1 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

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
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
2Ki 12:2 约阿施在祭司耶何耶大教
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正的事．
*
2Ki 12:3 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 ．百
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2Ki 12:4 约阿施对众祭司说、凡奉
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
通用的银子、或各人当纳的身价、
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2Ki 12:5 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
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a。
2Ki 12:6 无奈到了约阿施王二十三
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2Ki 12:7 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
a 2Ki 12:5 你们...
WqZ+j^y+ <h@w+ w{rK*m^ ta@m@ vya! <yn]h&K)h^ <h#l* Wjq+y]
p .qd\B* <v* ax@M*y]-rv#a& lk)l= ty]B^h^ qd\B#-ta#
或作祭司们当从司库取这些银子、修理殿的一
切破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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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何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
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
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
认识的人b再收银子、要将所收
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2Ki 12:8 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
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2Ki 12:9 祭司耶何耶大取了一个柜
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
于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
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
一切银子投在柜里。
2Ki 12:10 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
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
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
2Ki 12:11 把所平的银子交给督工
的、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
的木匠和工人、
2Ki 12:12 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
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
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
用。
2Ki 12:13 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
子、没有用以作耶和华殿里的银
杯、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
器皿．
2Ki 12:14 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
人、修理耶和华的殿。
2Ki 12:15 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
转交作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信实c。
2Ki 12:16 惟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
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
祭司。
b 2Ki 12:7 所认识的人 <k#yr}K*m^ 或作司库
c 2Ki 12:15 信实 hn`m%a$b#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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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12:17 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

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
2Ki 13:6 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
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
亚舍拉。
2Ki 13:7 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
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
约哈斯留下五十马兵、十辆战车、
一万步兵。
2Ki 13:8 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
列诸王记上．
2Ki 13:9 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施接续
他作王。
2Ki 13:10 犹大王约阿施三十七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
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十六年。
2Ki 13:11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
罪、仍然去行。
2Ki 13:12 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争战
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Ki 13:13 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耶
罗波安坐了他的位．约阿施与以
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
2Ki 13:14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
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
脸上哭泣、说、我父阿、我父阿、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阿。
2Ki 13:15 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
来．王就取了弓箭来。
2Ki 13:16 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
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

攻打迦特、攻取了．就定意上来
攻打耶路撒冷。
2Ki 12:18 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
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
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
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
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
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2Ki 12:19 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12:20 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悉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
了。
2Ki 12:21 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
押的儿子约撒甲、和朔默的儿子
约萨拔．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玛谢
接续他作王。

第十三章
2Ki 13:1 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

施二十三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
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十
七年。
2Ki 13:2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效法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总不离开．
2Ki 13:3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
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
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
2Ki 13:4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
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
受亚兰王的欺压。
2Ki 13:5 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
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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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王的手上．
2Ki 13:17 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
14:4*
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罢．他 王上
15:14
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 王上
22:43
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王下 12:3
15:4
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 王下
王下
15:35
到灭尽他们。
2Ki 13:18 以利沙又说、取几枝箭来．
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罢。
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
2Ki 13:19 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
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
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
三次。
2Ki 13:20 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
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a．
2Ki 13:21 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
这群人b、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
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
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
2Ki 13:22 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
屡次欺压以色列人．
2Ki 13:23 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
以色列人、怜恤他们、眷顾他们、
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
开自己面前。
2Ki 13:24 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
便哈达接续他作王。
2Ki 13:25 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
亲约哈斯争战、攻取了些城邑．
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
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
a 2Ki 13:20 以利沙... .hn`v* aB* Jr\a*b* Wab)y` ba*om
yd}Wdg+W Whr|B=q+Y]w~ uv*yl!a$ tm*Y`w~ 或作以利沙死了、
人将他葬埋。正值新年将到、有一群摩押人犯境
b 2Ki 13:21 这群人 dWdG+h^-ta# 和合本译作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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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色列的城邑。

第十四章
2Ki 14:1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

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
子亚玛谢登基．
2Ki 14:2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
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但、是耶路撒冷
人。
2Ki 14:3 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
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
*
2Ki 14:4 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 ．百
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2Ki 14:5 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
的臣仆杀了．
2Ki 14:6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
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
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
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
罪而死。
2Ki 14:7 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
一万、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
帖、直到今日。
2Ki 14:8 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
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
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
人相见于战场．
2Ki 14:9 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
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
蒺藜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
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
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
过、把蒺藜践踏了。
2Ki 14:10 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
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
FOJC.NET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四章

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
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
2Ki 14:11 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
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
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
于战场．
2Ki 14:12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
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2Ki 14:13 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示
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
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
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
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
2Ki 14:14 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
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
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
利亚去了。
2Ki 14:15 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
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争
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Ki 14:16 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
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
2Ki 14:17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
子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
2Ki 14:18 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
犹大列王记上。
2Ki 14:19 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
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
人到拉吉、将他杀了．
2Ki 14:20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
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
的坟地里。
2Ki 14:21 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
子亚撒利雅〔又名乌西雅〕接续
His Faith

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
2Ki 14:22 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
后、亚撒利雅收回以拉他、仍归
犹大．又重新修理。
2Ki 14:23 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
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
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王四十一年。
2Ki 14:2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
罪。
2Ki 14:25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
和华以色列的 神藉他仆人迦
特希弗人亚米太的儿子先知约
拿所说的．
2Ki 14:26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
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
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
2Ki 14:27 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
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藉约阿
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
2Ki 14:28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
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争
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
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
列诸王记上。
2Ki 14:29 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
列诸王同睡．他儿子撒迦利雅接
续他作王。

第十五章
2Ki 15:1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

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
雅登基．
2Ki 15:2 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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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
2Ki 15:15 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
亲名叫耶可利雅、是耶路撒冷人。
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14:25
2Ki 15:3 亚撒利雅行耶和华眼中看
2Ki 15:16 那时米拿现从得撒起、攻
先知年表
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
打提斐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
15:4*
切所行的．
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
王上
15:14
*
2Ki 15:4 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 ．百 王上
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
22:43
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2Ki 15:17 犹大王亚撒利雅三十九
王下 12:3
王下
14:4
2Ki 15:5 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
年、迦底的儿子米拿现登基、在
王下
大痲疯、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 15:35 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十年．
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15:13* 2Ki 15:18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代下 26:1治理国民。
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
3
王下 15:12Ki 15:6 亚撒利雅其余的事、凡他 2
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
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太 1:8 那罪。
2Ki 15:7 亚撒利雅与他列祖同睡、
2Ki 15:19 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
列国．米拿现给他一千他连得银
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
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
2Ki 15:8 犹大王亚撒利雅三十八年、
2Ki 15:20 米拿现向以色列一切大
耶罗波安的儿子撒迦利雅在撒
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五十
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六个月。
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
2Ki 15:9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
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
2Ki 15:21 米拿现其余的事、凡他所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
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2Ki 15:22 米拿现与他列祖同睡．他
2Ki 15:10 雅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
儿子比加辖接续他作王。
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
2Ki 15:23 犹大王亚撒利雅五十年、
2Ki 15:11 撒迦利雅其余的事、都写
米拿现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
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年。
2Ki 15:12 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
2Ki 15:2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户说、你的子孙必坐以色列的国
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
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
2Ki 15:13 犹大王乌西雅 〔就是亚撒
2Ki 15:25 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
利雅〕三十九年、雅比的儿子沙
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
龙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一个月。
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珥歌伯
2Ki 15:14 迦底的儿子米拿现从得
和亚利耶并基列的五十人帮助
撒上撒玛利亚、杀了雅比的儿子
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
沙龙、篡了他的位。
2Ki 15:26 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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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Ki 15:27 犹大王亚撒利雅五十二
15:29
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 赛 9:1
15:35*
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十年。
王上
2Ki 15:28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15:14
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王上
22:43
12:3
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王下
王下 14:4
2Ki 15:29 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 王下 15:4
王提革拉毗列色来夺了以云、亚 16:5
赛 7:1
伯伯玛迦、亚挪、基低斯、夏琐、
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
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
去了。
2Ki 15:30 乌西雅的儿子约坦二十
年、以拉的儿子何细亚背叛利玛
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
的位。
2Ki 15:31 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Ki 15:32 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雅的儿
子约坦登基．
2Ki 15:33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
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
母亲名叫耶路沙、是撒督的女儿。
2Ki 15:34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雅一切
所行的．
*
2Ki 15:35 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 ．百
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
耶和华殿的上门。
2Ki 15:36 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
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15:37 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
亚兰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比
加去攻击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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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15:38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
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

第十六章
2Ki 16:1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

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
2Ki 16:2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
祖大卫行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
为正的事．
2Ki 16:3 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
他的儿子经火．
2Ki 16:4 并在邱坛上、山冈上、各青
翠树下、献祭烧香。
2Ki 16:5 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
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
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
2Ki 16:6 当时亚兰王利汛收回以拉
他归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
赶出去．亚兰人〔有作以东人的〕
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
今日。
2Ki 16:7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
王提革拉毗列色、说、我是你的
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
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
离他们的手。
2Ki 16:8 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
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
述王为礼物．
2Ki 16:9 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
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
汛．把居民掳到吉珥。
2Ki 16:10 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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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在大马
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
式作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
亚那里。
2Ki 16:11 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
17:6
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 何 1:4
摩 7:9
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
筑一座坛。
2Ki 16:12 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
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
2Ki 16:13 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
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
2Ki 16:14 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
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
新坛的北边。
2Ki 16:15 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
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
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
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
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
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
耶和华．
2Ki 16:16 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
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2Ki 16:17 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
镶着的心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
又将铜海从驮海的铜牛上搬下
来、放在铺石地。
2Ki 16:18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
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
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
和华的殿。
2Ki 16:19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
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16:20 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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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希西家接续他作王。

第十七章
2Ki 17:1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

拉的儿子何细亚在撒玛利亚登
基、作以色列王九年。
2Ki 17: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
诸王。
2Ki 17:3 亚述王撒缦以色上来攻击
何细亚、何细亚就服事他、给他
进贡。
2Ki 17:4 何细亚背叛、差人去见埃
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
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
他锁禁、囚在监里。
2Ki 17:5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
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
2Ki 17:6 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
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
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
的哈博河边、并玛代人的城邑。
2Ki 17:7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
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
手的耶和华他们的 神、去敬畏
别神、
2Ki 17:8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
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
王所立的条规。
2Ki 17:9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
违背耶和华他们的 神、在他们
所有的城邑、从了望楼直到坚固
城、建筑邱坛．
2Ki 17:10 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
立柱像和木偶．
2Ki 17:11 在邱坛上烧香、效法耶和
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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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
气．
2Ki 17:12 且事奉偶像、就是耶和华
17:16
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耶 19:13
2Ki 17:13 但耶和华藉众先知、先见、
17:24
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 太 10:5
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 约 4:9
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
并藉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
的律法。
2Ki 17:14 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
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
华他们的 神．
2Ki 17:15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
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戒他们的
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
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
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
2Ki 17:16 离弃耶和华他们
神的
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
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
万象、事奉巴力．
2Ki 17:17 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用
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
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
气。
2Ki 17:18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
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2Ki 17:19 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
他们 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
所立的条规。
2Ki 17:20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
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
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
离开自己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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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17:21 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

回．他们就立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
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
2Ki 17:22 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
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
2Ki 17:23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
赶出他们．正如藉他仆人众先知
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
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
2Ki 17:24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
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
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
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
亚、住在其中。
2Ki 17:25 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
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
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
2Ki 17:26 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
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
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
2Ki 17:27 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
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
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
些民。
2Ki 17:28 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
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
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2Ki 17:29 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
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
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邱坛的殿
中。
2Ki 17:30 巴比伦人造疏割比讷像．
古他人造匿甲像．哈马人造亚示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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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像．
2Ki 17:31 亚瓦人造匿哈、和他珥他

18:4*

像．西法瓦音人用火焚烧儿女、 民 21:9
献给西法瓦音的神亚得米勒、和
亚拿米勒。
2Ki 17:32 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
们中间、立邱坛的祭司、为他们
在有邱坛的殿中献祭。
2Ki 17:33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事
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
何邦的风俗。
2Ki 17:34 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
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
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
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
华起名叫以色列的。
2Ki 17:35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
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
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
2Ki 17:36 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
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
2Ki 17:37 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
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
遵行、不可敬畏别神。
2Ki 17:38 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
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
神．
2Ki 17:39 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
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
手。
2Ki 17:40 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
的风俗去行。
2Ki 17:41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
华、又事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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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
祖宗、直到今日。

第十八章
2Ki 18:1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

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
希西家登基。
2Ki 18:2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
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迦利雅的
女儿。
2Ki 18:3 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
的。
2Ki 18:4 他废去邱坛、毁坏柱像、砍
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
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
〔或作人称铜蛇为铜像〕
2Ki 18:5 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
没有一个及他的。
2Ki 18:6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
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诫命。
2Ki 18:7 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
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
不肯事奉亚述王。
2Ki 18:8 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
到迦萨、并迦萨的四境、从了望
楼到坚固城。
2Ki 18:9 希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
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七
年、亚述王撒缦以色上来围困撒
玛利亚。
2Ki 18:10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希
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细亚第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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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
2Ki 18:11 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
18:13
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 赛 36:1
代下 32:1
散的哈博河边、并玛代人的城邑．
2Ki 18:12 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
他们 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
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
当守的。
2Ki 18:13 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
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
坚固城、将城攻取。
2Ki 18:14 犹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
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
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希西
家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
连得。
2Ki 18:15 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
了他。
2Ki 18:16 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
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
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
亚述王。
2Ki 18:17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珥
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
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
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
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
大路上。
2Ki 18:18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
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并
书记舍伯那、和亚萨的儿子史官
约亚、出来见他们。
2Ki 18:19 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
希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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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
2Ki 18:20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
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
靠谁、才背叛我呢。
2Ki 18:21 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苇杖．人若靠这杖、
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
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2Ki 18:22 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
耶和华我们的 神．希西家岂不
是将 神的邱坛和祭坛废去．且
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
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么。
2Ki 18:23 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
述王、我给你二千匹马、看你这
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2Ki 18:24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
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
及的战车马兵么。
2Ki 18:25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
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么。耶
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
这地罢。
2Ki 18:26 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
和舍伯那、并约亚、对拉伯沙基
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
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
中。
2Ki 18:27 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
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
话么．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
尿的人说么。
2Ki 18:28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
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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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大王的话。
2Ki 18:29 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希
18:37
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 太 26:65
离我的手．
2Ki 18:30 也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
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
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
手中。
2Ki 18:31 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亚
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
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
己井里的水．
2Ki 18:32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
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
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
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
你们存活、不至于死．希西家劝
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2Ki 18:33 列国的神、有那一个救他
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2Ki 18:34 哈马亚珥拔的神在那里
呢．西法瓦音希拿以瓦的神在那
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
的手么．
2Ki 18:35 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
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
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么。
2Ki 18:36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
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
回答他。
2Ki 18:37 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家宰
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亚萨
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
来到希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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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告诉了他。

第十九章
2Ki 19:1 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

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2Ki 19:2 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
舍伯那、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
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
以赛亚．
2Ki 19:3 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
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
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
生产．
2Ki 19:4 或者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
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
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 神
的话．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这话、
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
民．扬声祷告。
2Ki 19:5 希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
赛亚。
2Ki 19:6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
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
话、不要惧怕。
2Ki 19:7 我必惊动〔原文作使灵进
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
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
刀下。
2Ki 19:8 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
述王攻打立拿．原来他早听见亚
述王拔营离开拉吉。
2Ki 19:9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
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
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希
西家、吩咐他们说、
2Ki 19:10 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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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 神欺
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
王的手中。
2Ki 19:11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
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
你还能得救么。
2Ki 19:12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
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
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
些国呢。
2Ki 19:13 哈马的王、亚珥拔的王、
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
王都在那里呢。
2Ki 19:14 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
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
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2Ki 19:15 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阿、你是天下万国的 神．
你曾创造天地。
2Ki 19:16 耶和华阿、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阿、求你睁眼而看．要听
西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
神的话。
2Ki 19:17 耶和华阿、亚述诸王果然
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2Ki 19:18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
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
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
绝他。
2Ki 19:19 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现
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独你耶和
华是 神。
2Ki 19:20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
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
His Faith

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既然求
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我已听
见了。
2Ki 19:21 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
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
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2Ki 19:22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
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
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2Ki 19:23 你藉你的使者辱骂主、并
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
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
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
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
林。
2Ki 19:24 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
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
2Ki 19:25 耶和华说、我早先所作的、
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藉你使坚
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
没有听见么。
2Ki 19:26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
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
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
成而枯干的禾稼。
2Ki 19:27 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2Ki 19:28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
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
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
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
2Ki 19:29 以色列人哪、我赐你们一
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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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19:30 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

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2Ki 19:31 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
19:37*
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 创 8:4
赛 37:38
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
20:11
这事。
书 10:12
赛 38:8
2Ki 19:32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
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 20:13
代下
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32:31
也不筑垒攻城。
2Ki 19:33 他从那条路来、必从那条
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
耶和华说的。
2Ki 19:34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
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
这城。
2Ki 19:35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
了。
2Ki 19:36 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
回去、住在尼尼微。
2Ki 19:37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
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
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
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

第二十章
2Ki 20:1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

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
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
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
能活了。
2Ki 20:2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
耶和华、说、
2Ki 20:3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在

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信
实a行事、又作你眼中所看为善
的。希西家就痛哭了。
2Ki 20:4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
院〔院或作城〕耶和华的话就临
到他、说、
2Ki 20:5 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
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 神、
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
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
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2Ki 20:6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
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
的缘故、必保护这城。
2Ki 20:7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
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
王便痊愈了。
2Ki 20:8 希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
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
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2Ki 20:9 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
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
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
后退十度呢。
2Ki 20:10 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
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
度。
2Ki 20:11 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
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2Ki 20:12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但的
儿子比罗达巴拉但听见希西家
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2Ki 20:13 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
a 2Ki 20:3 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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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
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
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希西家没
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20:13
2Ki 20:14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
代下
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 32:31
他们从那里来见你。希西家说、 21:3
代下 33:3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
耶 19:13
2Ki 20:15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
看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
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
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2Ki 20:16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
听耶和华的话。
2Ki 20:17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
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
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2Ki 20:18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
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
王宫里当太监的。
2Ki 20:19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
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
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
不是好么。
2Ki 20:20 希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
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
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20:21 希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
儿子玛拿西接续他作王。

第二十一章
2Ki 21:1 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

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协西巴。
2Ki 21:2 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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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
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
事、
2Ki 21:3 重新建筑他父希西家所毁
坏的邱坛、又为巴力筑坛、作亚
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
的、且敬拜事奉天上的万象．
2Ki 21:4 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
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
的名在耶路撒冷。
2Ki 21:5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
天上的万象筑坛．
2Ki 21:6 并使他的儿子经火、又观
兆、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
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惹动他的怒气．
2Ki 21:7 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
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
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
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
我的名、直到永远。
2Ki 21:8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
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
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
们列祖之地。
2Ki 21:9 他们却不听从．玛拿西引
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
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2Ki 21:10 耶和华藉他仆人众先知
说、
2Ki 21:11 因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
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
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
陷在罪里．
2Ki 21:12 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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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
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
耳鸣。
2Ki 21:13 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
绳、和亚哈家的线铊、拉在耶路
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
擦盘将盘倒扣。
2Ki 21:14 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
〔原文作产业〕把他们交在仇敌
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
之物．
2Ki 21:15 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
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
的事、惹动我的怒气。
2Ki 21:16 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
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
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
2Ki 21:17 玛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
大列王记上。
2Ki 21:18 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自己宫院乌撒的园内．他儿子
亚们接续他作王。
2Ki 21:19 亚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
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他
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
哈鲁斯的女儿。
2Ki 21:20 亚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与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
一样．
2Ki 21:21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
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
2Ki 21:22 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
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2Ki 21:23 亚们王的臣仆背叛他、在

宫里杀了他。
2Ki 21:24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
们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
他作王。
2Ki 21:25 亚们其余所行的事、都写
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21:26 亚们葬在乌撒的园内、自
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
他作王。

第二十二章
2Ki 22:1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母
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加人亚大
雅的女儿。
2Ki 22:2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不偏左右。
2Ki 22:3 约西亚王十八年、王差遣
米书兰的孙子亚萨利的儿子书
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
说、
2Ki 22:4 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
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
守门的从民中收聚的银子、数算
数算、
2Ki 22:5 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作工的
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2Ki 22:6 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
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
修理殿宇．
2Ki 22:7 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
不与他们算帐．因为他们办事信
实a。
2Ki 22:8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
a 2Ki 22:7信实 hn`Wma$b#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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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
了。
2Ki 22:9 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覆
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
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
的人了。
2Ki 22:10 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
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
王面前读那书。
2Ki 22:11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
撕裂衣服、
2Ki 22:12 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
的儿子亚希甘、米该亚的儿子亚
革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
撒雅、说、
2Ki 22:13 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
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
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
上的言语、没有遵著书上所吩咐
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
发烈怒。
2Ki 22:14 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希
甘、亚革波、沙番、亚撒雅、都去
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
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珥哈斯
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
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
他。
2Ki 22:15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
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覆
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2Ki 22:16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
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
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2Ki 22:17 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
His Faith

烧香、用他们手所作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忿怒必向这地发作、总
不止息。
2Ki 22:18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
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覆
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
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2Ki 22:19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
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
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
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
是我耶和华说的。
2Ki 22:20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
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
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
眼看见。他们就回覆王去了。

第二十三章
2Ki 23:1 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

撒冷的众长老来。
2Ki 23:2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
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
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
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
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2Ki 23:3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
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
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
服从这约。
2Ki 23:4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
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力、
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
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
耶路撒冷外汲沦溪旁的田间烧
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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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邱坛、和
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
废去．又废去向巴力、和日、月、
行星、〔行星或作十二宫〕并天上
万象、烧香的人．
2Ki 23:6 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
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沦溪边焚
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
坟上．
2Ki 23:7 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
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
的屋子．
2Ki 23:8 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
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邱坛、从
迦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城门旁
的邱坛、这邱坛在邑宰约书亚门
前、进城门的左边。
2Ki 23:9 但是邱坛的祭司不登耶路
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
中间吃无酵饼．
2Ki 23:10 又污秽欣嫩子谷的陀斐
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
献给摩洛．
2Ki 23:11 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
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游廊
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
且用火焚烧日车。
2Ki 23:12 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
上所筑的坛、和玛拿西在耶和华
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
碎了、就把灰倒在汲沦溪中。
2Ki 23:13 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
耶路撒冷前、邪僻山右边、为西
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录、摩押人
可憎的神基抹、亚扪人可憎的神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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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公、所筑的邱坛、王都污秽
了。
2Ki 23:14 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
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
2Ki 23:15 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
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八的儿子
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
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
2Ki 23:16 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
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
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
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
2Ki 23:17 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
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
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
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
是他的墓碑。
2Ki 23:18 约西亚说、由他罢．不要
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
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
知的骸骨。
2Ki 23:19 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
利亚的城邑、建筑邱坛的殿、惹
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
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
一般．
2Ki 23:20 又将邱坛的祭司、都杀在
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
回耶路撒冷去了。
2Ki 23:21 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
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
的 神守逾越节。
2Ki 23:22 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
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
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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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23:23 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

的。

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
2Ki 23:24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
23:25
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 申 6:5
太 22:37
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 可 12:30
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
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
上所写的话。
2Ki 23:25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
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
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
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
2Ki 23:26 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
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玛
拿西诸事惹动他。
2Ki 23:27 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
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
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
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
名的殿。
2Ki 23:28 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
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23:29 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
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
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
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
2Ki 23:30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
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
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膏约西亚
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
2Ki 23:31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三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哈慕他、是立拿人耶
利米的女儿。
2Ki 23:32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

2Ki 23:33 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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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
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一
百他连得、金子一他连得。
2Ki 23:34 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
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
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
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
2Ki 23:35 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
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取金银．按
着各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
好给法老尼哥。
2Ki 23:36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玛人毗
大雅的女儿。
2Ki 23:37 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
的。

第二十四章
2Ki 24:1 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

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事他
三年．然后背叛他。
2Ki 24:2 耶和华使迦勒底军、亚兰
军、摩押军、和亚扪人的军来攻
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
藉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2Ki 24:3 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
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
面前赶出、是因玛拿西所犯的一
切罪．
2Ki 24:4 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
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
免。
2Ki 24:5 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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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二十四章

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2Ki 24:6 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
儿子约雅斤接续他作王。
2Ki 24:7 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
25:1
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 结 24:1-2
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
都夺去了。
2Ki 24:8 约雅斤登基的时候、年十
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尼护施他、是耶路撒
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
2Ki 24:9 约雅斤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2Ki 24:10 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
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
城。
2Ki 24:11 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
了。
2Ki 24:12 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
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
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
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2Ki 24:13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
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
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
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
2Ki 24:14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
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
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
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
外、没有剩下的．
2Ki 24:15 并将约雅斤、和王母、后
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
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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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24:16 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

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
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
2Ki 24:17 巴比伦王立约雅斤的叔
叔玛探雅代替他作王、给玛探雅
改名叫西底家。
2Ki 24:18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哈慕他、是立拿人耶
利米的女儿。
2Ki 24:19 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
的。
2Ki 24:20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
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
从自己面前赶出。

第二十五章
2Ki 25:1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

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
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
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
垒攻城。
2Ki 25:2 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
家王十一年。
2Ki 25:3 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
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2Ki 25:4 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
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
逃跑．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王就向亚拉巴逃走。
2Ki 25:5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
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
都离开他四散了。
2Ki 25:6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
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
2Ki 25:7 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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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
的．
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2Ki 25:19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
25:8
2Ki 25:8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
兵丁的官、〔或作太监〕并在城里
圣殿被毁:
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 大约于 所遇常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
AM 3530
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 或 587BC 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
路撒冷、
的国民六十个人。
2Ki 25:9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
2Ki 25:20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
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
2Ki 25:21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
2Ki 25:10 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
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
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2Ki 25:11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2Ki 25:22 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
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
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
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
下的人、都掳去了。
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作他们的
2Ki 25:12 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
省长。
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
2Ki 25:23 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
田地。
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作省长。
2Ki 25:13 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
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
华殿的盆座、和铜海、迦勒底人
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尼陀
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
法人单户篾的儿子西莱雅、玛迦
了．
人的儿子雅撒尼亚、和属他们的
2Ki 25:14 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
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2Ki 25:24 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
2Ki 25:15 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
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迦
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事
2Ki 25:16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
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
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
2Ki 25:25 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
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
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
称。
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
2Ki 25:17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柱
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迦勒底人。
上有铜顶、高三肘．铜顶的周围
2Ki 25:26 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
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
众军长、因为惧怕迦勒底人、都
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
起身往埃及去了。
2Ki 25:18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
2Ki 25:27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三
雅、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
十七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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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
约雅斤抬头、提他出监．
2Ki 25:28 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
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
位、
2Ki 25:29 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
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2Ki 25:30 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
日赐他一分、终身都是这样。

列王纪下 (王下) 2Ki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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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上

1Ch 1:17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

(代上) 1Ch

亚法撒、路德、亚兰、乌斯、户勒、
基帖、米设。〔米设在创世记十章二

第一章
1Ch 1:1 亚当生塞特、塞特生以挪

士、
1Ch 1:2 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玛

十三节作玛施〕
1:18
创 11:12
路 3:36

伯。
1Ch 1:19 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

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
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
弟名叫约坍。
1Ch 1:20 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
萨玛非、耶拉、
1Ch 1:21 哈多兰、乌萨、德拉、
1Ch 1:22 以巴录、亚比玛利、示巴、
1Ch 1:23 阿斐、哈腓拉、约巴．这都
是约坍的儿子。
1Ch 1:24 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沙
拉、
1Ch 1:25 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
法勒生拉吴、
1Ch 1:26 拉吴生西鹿、西鹿生拿鹤、
拿鹤生他拉、
1Ch 1:27 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
是亚伯拉罕。
1Ch 1:28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
以实玛利。
1Ch 1:29 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
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
是基达、押德别、米比衫、
1Ch 1:30 米施玛、度玛、玛撒、哈达、
提玛、
1Ch 1:31 伊突、拿非施、基底玛。这
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
1Ch 1:32 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
的儿子、就是心兰、约珊、米但、
米甸、伊施巴、书亚。约珊的儿
子是示巴、底但。

勒列、玛勒列生雅列、
1Ch 1:3 雅列生以诺、以诺生玛土
撒拉、玛土撒拉生拉麦、
1Ch 1:4 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含、
雅弗。
1Ch 1:5 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
玛代、雅完、土巴、米设、提拉。
1Ch 1:6 歌篾的儿子是亚实基拿、
低法〔低法在创世记十章三节作利
法〕、陀迦玛。
1Ch 1:7 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
施、基提、多单〔多单有作罗单的〕。
1Ch 1:8 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
迦南。
1Ch 1:9 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腓
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迦。拉
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
1Ch 1:10 古实生宁录．他为世上英
雄之首。
1Ch 1:11 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
1Ch 1:12 帕斯鲁细人、迦斯路希人、
迦斐托人．从迦斐托出来的有非
利士人。
1Ch 1:13 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
1Ch 1:14 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
革迦撒人、
1Ch 1:15 希未人、亚基人、西尼人、
1Ch 1:16 亚瓦底人、洗玛利人、并
哈马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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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33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

1Ch 1:47 哈达死了、玛士利加人桑

哈诺、亚比大、以勒大．这都是
基土拉的子孙。
1Ch 1:34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
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
1Ch 1:35 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流
珥、耶乌施、雅兰、可拉。
1Ch 1:36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幔、阿
抹、洗玻、迦坦、基纳斯、亭纳、
亚玛力。
1Ch 1:37 流珥的儿子是拿哈、谢拉、
沙玛、米撒。
1Ch 1:38 西珥的儿子是罗坍、朔巴、
祭便、亚拿、底顺、以察、底珊。
1Ch 1:39 罗坍的儿子是何利、荷幔．
罗坍的妹子是亭纳。
1Ch 1:40 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玛
拿辖、以巴录、示非、阿南。祭便
的儿子是亚雅、亚拿。
1Ch 1:41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底顺
的儿子是哈默兰、伊是班、益兰、
基兰。
1Ch 1:42 以察的儿子是辟罕、撒番、
亚干。底珊的儿子是乌斯、亚兰。
1Ch 1:43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
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
有比珥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
叫亭哈巴。
1Ch 1:44 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
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
1Ch 1:45 约巴死了、提幔地的人户
珊、接续他作王。
1Ch 1:46 户珊死了、比达的儿子哈
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
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
名叫亚未得。

拉、接续他作王。
1Ch 1:48 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河
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
1Ch 1:49 扫罗死了、亚革波的儿子
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
1Ch 1:50 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
他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伊、他
的妻子名叫米希他别、是米萨合
的孙女、玛特列的女儿。
1Ch 1:51 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
有亭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帖
族长、
1Ch 1:52 亚何利巴玛族长、以拉族
长、比嫩族长、
1Ch 1:53 基纳斯族长、提幔族长、
米比萨族长、
1Ch 1:54 玛基叠族长、以兰族长。
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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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Ch 2:1 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

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
1Ch 2:2 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
利、迦得、亚设。
1Ch 2:3 犹大的儿子是珥、俄南、示
拉、这三人是迦南人书亚女儿所
生的。犹大的长子珥在耶和华眼
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
1Ch 2:4 犹大的儿妇他玛、给犹大
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
个儿子。
1Ch 2:5 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仑、
哈母勒。
1Ch 2:6 谢拉的儿子是心利、以探、
希幔、甲各、大拉〔大拉即达大〕
共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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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2:7 迦米的儿子是亚干、这亚

之子的。
1Ch 2:24 希斯仑在迦勒以法他死后、
他的妻亚比雅给他生了亚施户、
亚施户是提哥亚的父亲。
1Ch 2:25 希斯仑的长子耶拉篾生长
子兰、又生布拿、阿连、阿鲜、亚
希雅。
1Ch 2:26 耶拉篾又娶一妻名叫亚他
拉、是阿南的母亲。
1Ch 2:27 耶拉篾长子兰的儿子是玛
斯、雅悯、以结。
1Ch 2:28 阿南的儿子是沙买、雅大。
沙买的儿子是拿答、亚比述。
1Ch 2:29 亚比述的妻名叫亚比孩、
亚比孩给他生了亚办、和摩利。
1Ch 2:30 拿答的儿子是西列、亚遍．
西列死了没有儿子。
1Ch 2:31 亚遍的儿子是以示、以示
的儿子是示珊、示珊的儿子是亚
来。
1Ch 2:32 沙买兄弟雅大的儿子是益
帖、约拿单．益帖死了没有儿子。
1Ch 2:33 约拿单的儿子是比勒、撒
萨．这都是撒拉篾的子孙。
1Ch 2:34 示珊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示珊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
及人。
1Ch 2:35 示珊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
为妻、给他生了亚太。
1Ch 2:36 亚太生拿单、拿单、生撒
拔、
1Ch 2:37 撒拔生以弗拉、以弗拉生
俄备得、
1Ch 2:38 俄备得生耶户、耶户生亚
撒利雅、
1Ch 2:39 亚撒利雅生希利斯、希利

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
以色列人。
1Ch 2:8 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雅。
1Ch 2:9 希斯仑所生的儿子是耶拉
篾、兰、基路拜。
1Ch 2:10 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
生拿顺、拿顺作犹大人的首领。
1Ch 2:11 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
斯、
1Ch 2:12 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
生耶西、
1Ch 2:13 耶西生长子以利押、次子
亚比拿达、三子示米亚、〔示米亚
即沙玛见撒母耳上十六章九节〕
1Ch 2:14 四子拿坦业、五子拉代、
1Ch 2:15 六子阿鲜、七子大卫。
1Ch 2:16 他们的姐妹是洗鲁雅、和

亚比该。洗鲁雅的儿子是亚比筛、
约押、亚撒黑、共三人。
1Ch 2:17 亚比该生亚玛撒、亚玛撒
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益帖。
1Ch 2:18 希斯仑的儿子迦勒娶阿苏
巴、和耶略为妻、阿苏巴的儿子
是耶设、朔罢、押墩。
1Ch 2:19 阿苏巴死了、迦勒又娶以
法他、生了户珥。
1Ch 2:20 户珥生乌利、乌利生比撒
列。
1Ch 2:21 希斯仑正六十岁娶了基列
父亲玛吉的女儿、与他同房、玛
吉的女儿生了西割、
1Ch 2:22 西割生睚珥．睚珥在基列
地有二十三个城邑。
1Ch 2:23 后来基述人和亚兰人、夺
了睚珥的城邑、并基纳和其乡村、
共六十个．这都是基列父亲玛吉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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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生以利亚萨、
1Ch 2:40 以利亚萨生西斯买、西斯
买生沙龙、
1Ch 2:41 沙龙生耶加米雅、耶加米
雅生以利沙玛。
1Ch 2:42 耶拉篾兄弟迦勒的长子米
沙、是西弗之祖玛利沙的儿子、
是希伯仑之祖。
1Ch 2:43 希伯仑的儿子是可拉、他
普亚、利肯、示玛。
1Ch 2:44 示玛生拉含、是约干之祖．
利肯生沙买。
1Ch 2:45 沙买的儿子是玛云、玛云
是伯夙之祖。
1Ch 2:46 迦勒的妾以法生哈兰、摩
撒、迦谢．哈兰生迦卸。
1Ch 2:47 雅代的儿子是利健、约坦、
基珊、毗力、以法、沙亚弗。
1Ch 2:48 迦勒的妾玛迦生示别、特
哈拿．
1Ch 2:49 又生麦玛拿之祖沙亚弗、
抹比拿和基比亚之祖示法．迦勒
的女儿是押撒。
1Ch 2:50 迦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
长子户珥的儿子、记在下面．基
列耶琳之祖朔巴、
1Ch 2:51 伯利恒之祖萨玛、伯迦得
之祖哈勒。
1Ch 2:52 基列耶琳之祖朔巴的子孙
是哈罗以、和一半米努哈人。

半玛拿哈人、琐利人、
1Ch 2:55 和住雅比斯众文士家的特
拉人、示米押人、苏甲人．这都
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末所生
的。

第三章
1Ch 3:1 大卫在希伯仑所生的儿子

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
亚希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迦
密人亚比该生的、
1Ch 3:2 三子押沙龙是基述王达买
的女儿玛迦生的。四子亚多尼雅
是哈及生的、
1Ch 3:3 五子示法提雅、是亚比他
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
以格拉生的。
1Ch 3:4 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仑
生的．大卫在希伯仑作王七年零
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
年。
1Ch 3:5 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
子是示米亚、朔罢、拿单、所罗
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书
亚生的。
1Ch 3:6 还有益辖、以利沙玛、以利
法列、
1Ch 3:7 挪迦、尼斐、雅非亚、
1Ch 3:8 以利沙玛、以利雅大、以利
法列、共九人。
1Ch 3:9 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
他们的妹子他玛、妃嫔的儿子不
在其内。
1Ch 3:10 所罗门的儿子是罗波安、
罗波安的儿子是亚比雅、亚比雅
的儿子是亚撒、亚撒的儿子是约
沙法、

〔米努哈人即玛拿哈人〕
1Ch 2:53 基列耶琳的诸族是以帖人、

布特人、舒玛人、密来人．又从
这些族中生出琐拉人、和以实陶
人来。
1Ch 2:54 萨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
尼陀法人、亚他绿伯约押人、一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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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3:11 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约

1Ch 3:24 以利约乃的儿子是何大雅、

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
子是约阿施、
1Ch 3:12 约阿施的儿子是亚玛谢、
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雅、亚撒
利雅的儿子是约坦、
1Ch 3:13 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
哈斯的儿子是希西家、希西家的
儿子是玛拿西、
1Ch 3:14 玛拿西的儿子是亚们、亚
们的儿子是约西亚、
1Ch 3:15 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难．
次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家、
四子是沙龙。
1Ch 3:16 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雅、
和西底家。
1Ch 3:17 耶哥尼雅被掳．他的儿子
是撒拉铁、
1Ch 3:18 玛基兰、毗大雅、示拿萨、
耶加米、何沙玛、尼大比雅。
1Ch 3:19 毗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
示每。所罗巴伯的儿子是米书兰、
哈拿尼雅、他们的妹子名叫示罗
密。
1Ch 3:20 米书兰的儿子是哈舒巴、
阿黑、比利家、哈撒底、于沙希
悉、共五人。
1Ch 3:21 哈拿尼雅的儿子是毗拉提、
耶筛亚．还有利法雅的众子、亚
珥难的众子、俄巴底亚的众子、
示迦尼的众子。
1Ch 3:22 示迦尼的儿子是示玛雅、
示玛雅的儿子是哈突、以甲、巴
利亚、尼利雅、沙法、共六人。
1Ch 3:23 尼利雅的儿子是以利约乃、
希西家、亚斯利干、共三人。

以利亚实、毗莱雅、阿谷、约哈
难、第莱雅、阿拿尼、共七人。

His Faith

第四章
1Ch 4:1 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希

斯仑、迦米、户珥、朔巴。
1Ch 4:2 朔巴的儿子利亚雅生雅哈、
雅哈生亚户买、和拉哈．这是琐
拉人的诸族。
1Ch 4:3 以坦之祖的儿子是耶斯列、
伊施玛、伊得巴．他们的妹子名
叫哈悉勒玻尼。
1Ch 4:4 基多之祖是毗努伊勒、户
沙之祖是以谢珥．这都是伯利恒
之祖以法他的长子户珥所生的。
1Ch 4:5 提哥亚之祖亚施户有两个
妻子、一名希拉、一名拿拉。
1Ch 4:6 拿拉给亚施户生亚户撒、
希弗、提米尼、哈辖斯他利．这
都是拿拉的儿子。
1Ch 4:7 希拉的儿子是洗列、琐辖、
伊提南。
1Ch 4:8 哥斯生亚诺、琐比巴、并哈
仑儿子亚哈黑的诸族。
1Ch 4:9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
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1Ch 4: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
神
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
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
患难、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
所求的。
1Ch 4:11 书哈的弟兄基绿生米黑、
米黑是伊施屯之祖。
1Ch 4:12 伊施屯生伯拉巴、巴西亚、
并珥拿辖之祖提欣拿、这都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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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人。

悯、雅立、谢拉、扫罗。
1Ch 4:25 扫罗的儿子是沙龙、沙龙
的儿子是米比衫、米比衫的儿子
是米施玛、
1Ch 4:26 米施玛的儿子是哈母利、
哈母利的儿子是撒刻、撒刻的儿
子是示每。
1Ch 4:27 示每有十六个儿子、六个
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
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
1Ch 4:28 西缅人住在别是巴、摩拉
大、哈萨书亚、
1Ch 4:29 辟拉、以森、陀腊、
1Ch 4:30 彼土利、何珥玛、洗革拉、
1Ch 4:31 伯玛嘉博、哈萨苏撒、伯
比利、沙拉音、这些城邑直到大
卫作王的时候、都是属西缅人的。
1Ch 4:32 他们的五个城邑是以坦、
亚因、临门、陀健、亚珊。
1Ch 4:33 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
力．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
家谱。
1Ch 4:34 还有米所巴、雅米勒、亚
玛谢的儿子约沙、
1Ch 4:35 约珥、约示比的儿子耶户．
约示比是西莱雅的儿子、西莱雅
是亚薛的儿子。
1Ch 4:36 还有以利约乃、雅哥巴、
约朔海、亚帅雅、亚底业、耶西
篾、比拿雅。
1Ch 4:37 示非的儿子细撒．示非是
亚龙的儿子、亚龙是耶大雅的儿
子、耶大雅是申利的儿子、申利
是示玛雅的儿子。
1Ch 4:38 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作
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

1Ch 4:13 基纳斯的儿子是俄陀聂、

西莱雅。俄陀聂的儿子是哈塔。
1Ch 4:14 悯挪太生俄弗拉．西莱雅
生革夏纳欣人之祖约押．他们都
是匠人。
1Ch 4:15 耶孚尼的儿子是迦勒、迦
勒的儿子是以路、以拉、拿安．
以拉的儿子是基纳斯。
1Ch 4:16 耶哈利勒的儿子是西弗、
西法、提利、亚撒列。
1Ch 4:17-18 以斯拉的儿子是益帖、
米列、以弗、雅伦．米列娶法老
女儿比提雅为妻、生米利暗、沙
买、和以实提摩之祖益巴．米列
又娶犹大女子为妻、生基多之祖
雅列、梭哥之祖希伯、和撒挪亚
之祖耶古铁。
1Ch 4:19 荷第雅的妻是拿含的妹子、
他所生的儿子是迦米人基伊拉、
和玛迦人以实提摩之祖。
1Ch 4:20 示门的儿子是暗嫩、林拿、
便哈南、提伦。以示的儿子是梭
黑、与便梭黑。
1Ch 4:21 犹大的儿子是示拉、示拉
的儿子是利迦之祖珥、玛利沙之
祖拉大、和属亚实比族织细麻布
的各家。
1Ch 4:22 还有约敬、哥西巴人、约
阿施、萨拉、就是在摩押地掌权
的、又有雅叔比利恒．这都是古
时所记载的。
1Ch 4:23 这些人都是窑匠、是尼他
应和基低拉的居民、与王同处、
为王作工。
1Ch 4:24 西缅的儿子是尼母利、雅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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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4:39 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

1Ch 5:7 他的弟兄照着宗族、按着

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
1Ch 4:40 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
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含族的 5:1
创 49:4
人。
创 48:20
耶 31:9
1Ch 4:41 以上录名的人、在犹大王 诗 78:67
希西家年间、来攻击含族人的帐
棚、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将
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
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
牧放羊群。
1Ch 4:42 这西缅人中、有五百人上
西珥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
子毗拉提、尼利雅、利法雅、和
乌薛．
1Ch 4:43 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力人、
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家谱作族长的是耶利、撒迦利雅、
比拉。
1Ch 5:8 比拉是亚撒的儿子、亚撒
是示玛的儿子、示玛是约珥的儿
子．约珥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珥、
直到尼波和巴力免、
1Ch 5:9 又向东延到伯拉河这边的
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牲畜增
多。
1Ch 5:10 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争
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
就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夏甲
人的帐棚里。
1Ch 5:11 迦得的子孙在流便对面住
在巴珊地、延到撒迦。
1Ch 5:12 他们中间有作族长的约珥、
有作副族长的沙番、还有雅乃和
住在巴珊的沙法。
1Ch 5:13 他们族弟兄是米迦勒、米
书兰、示巴、约赖、雅干、细亚、
希伯、共七人。
1Ch 5:14 这都是亚比孩的儿子．亚
比孩是户利的儿子、户利是耶罗
亚的儿子、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
基列是米迦勒的儿子、米迦勒是
耶示筛的儿子、耶示筛是耶哈多
的儿子、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
1Ch 5:15 还有古尼的孙子、押比叠
的儿子亚希．这都是作族长的。
1Ch 5:16 他们住在基列、与巴珊、
和巴珊的乡村、并沙仑的郊野、
直到四围的交界。
1Ch 5:17 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在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
家谱。

第五章
1Ch 5:1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

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
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
不算长子。
1Ch 5:2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
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
约瑟。
1Ch 5:3 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
哈诺、法路、希斯伦、迦米。
1Ch 5:4 约珥的儿子是示玛雅、示
玛雅的儿子是歌革、歌革的儿子
是示每、
1Ch 5:5 示每的儿子是米迦、米迦
的儿子是利亚雅、利亚雅的儿子
是巴力、
1Ch 5:6 巴力的儿子是备拉．这备
拉作流便支派的首领、被亚述王
提革拉毗尼色掳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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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5:18 流便人、迦得人、和玛拿

1Ch 6:2 歌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

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
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
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名。
1Ch 5:19 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
5:26*
拉 1:1
拿非施人、挪答人争战．
1Ch 5:20 他们得了
神的帮助、夏
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
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阵上呼求
神、倚赖 神、 神就应允他们。
1Ch 5:21 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
有骆驼五万、羊二十五万、驴二
千．又有人十万。
1Ch 5:22 敌人被杀仆倒的甚多、因
为这争战是出乎 神．他们就住
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
1Ch 5:23 玛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
地．从巴珊延到巴力黑们、示尼
珥、与黑门山。
1Ch 5:24 他们的族长是以弗、以示、
以列、亚斯列、耶利米、何达威
雅、雅叠．都是大能的勇士、是
有名的人、也是作族长的。
1Ch 5:25 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
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
这民就是 神在他们面前所除
灭的。
1Ch 5:26 故此、以色列的
神激动*
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革拉毗
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迦
得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
哈腊、哈博、哈拉与歌散河边、
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哈、希伯伦、乌薛。
1Ch 6:3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
还有女儿米利暗。亚伦的儿子是
拿答、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
玛。
1Ch 6:4 以利亚撒生非尼哈、非尼
哈生亚比书、
1Ch 6:5 亚比书生布基、布基生乌
西、
1Ch 6:6 乌西生西拉希雅、西拉希
雅生米拉约、
1Ch 6:7 米拉约生亚玛利雅、亚玛
利雅生亚希突、
1Ch 6:8 亚希突生撒督、撒督生亚
希玛斯、
1Ch 6:9 亚希玛斯生亚撒利雅、亚
撒利雅生约哈难、
1Ch 6:10 约哈难生亚撒利雅、（这
亚撒利雅在所罗门于耶路撒冷
所建造的殿中、供祭司的职分）
1Ch 6:11 亚撒利雅生亚玛利雅、亚
玛利雅生亚希突、
1Ch 6:12 亚希突生撒督、撒督生沙
龙、
1Ch 6:13 沙龙生希勒家、希勒家生
亚撒利雅、
1Ch 6:14 亚撒利雅生西莱雅、西莱
雅生约萨答。
1Ch 6:15 当耶和华藉尼布甲尼撒的
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
候、这约萨答也被掳去。
1Ch 6:16 利未的儿子是革顺、哥辖、
米拉利。
1Ch 6:17 革顺的儿子名叫立尼、示
每。

第六章
1Ch 6:1 利未的儿子是革顺、哥辖、

米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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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6:18 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

儿子是亚帅雅。
1Ch 6:31 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
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
1Ch 6:32 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
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
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
供职。
1Ch 6:33 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
记在下面．哥辖的子孙中有歌唱
的希幔、希幔是约珥的儿子、约
珥是撒母耳的儿子、
1Ch 6:34 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
罕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亚的
儿子。
1Ch 6:35 陀亚是苏弗的儿子、苏弗
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
玛哈的儿子、玛哈是亚玛赛的儿
子、
1Ch 6:36 亚玛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约珥的儿子、约珥是
亚撒利雅的儿子、亚撒利雅是西
番雅的儿子、
1Ch 6:37 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
哈是亚惜的儿子、亚惜是以比雅
撒的儿子、以比雅撒是可拉的儿
子、
1Ch 6:38 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
斯哈是哥辖的儿子、哥辖是利未
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
1Ch 6:39 希幔的族兄亚萨是比利家
的儿子、亚萨在希幔右边供职．
比利家是示米亚的儿子、
1Ch 6:40 示米亚是米迦勒的儿子、
米迦勒是巴西雅的儿子、巴西雅
是玛基雅的儿子、

哈、希伯伦、乌薛。
1Ch 6:19 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
示．这是按着利未人宗族分的各
家。
1Ch 6:20 革顺的儿子是立尼、立尼
的儿子是雅哈、雅哈的儿子是薪
玛、
1Ch 6:21 薪玛的儿子是约亚、约亚
的儿子是易多、易多的儿子是谢
拉、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
1Ch 6:22 哥辖的儿子是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
儿子是亚惜、
1Ch 6:23 亚惜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雅撒、以
比雅撒的儿子是亚惜、
1Ch 6:24 亚惜的儿子是他哈、他哈
的儿子是乌列、乌列的儿子是乌
西雅、乌西雅的儿子是少罗。
1Ch 6:25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玛赛、
和亚希摩。
1Ch 6:26 亚希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琐菲、琐菲的
儿子是拿哈、
1Ch 6:27 拿哈的儿子是以利押、以
利押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
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
子是撒母耳。
1Ch 6:28 撒母耳的长子是约珥、次
子是亚比亚。
1Ch 6:29 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抹
利的儿子是立尼、立尼的儿子是
示每、示每的儿子是乌撒、
1Ch 6:30 乌撒的儿子是示米亚、示
米亚的儿子是哈基雅、哈基雅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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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6:41 玛基雅是伊特尼的儿子、

利雅的儿子是亚希突、
1Ch 6:53 亚希突的儿子是撒督、撒
督的儿子是亚希玛斯。
1Ch 6:54 他们的住处按着境内的营
寨、记在下面．哥辖族亚伦的子
孙先拈阄得地．
1Ch 6:55 在犹大地中得了希伯仑、
和四围的郊野、
1Ch 6:56 只是属城的田地和村庄、
都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所得。
1Ch 6:57 亚伦的子孙得了逃城希伯
仑、又得了立拿与其郊野、雅提
珥、以实提莫、与其郊野、
1Ch 6:58 希仑与其郊野、底璧与其
郊野、
1Ch 6:59 亚珊与其郊野、伯示麦与
其郊野。
1Ch 6:60 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中、得
了迦巴与其郊野、阿勒篾与其郊
野、亚拿突与其郊野．他们诸家
所得的城共十三座。
1Ch 6:61 哥辖族其余的人又拈阄、
在玛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十
座城。
1Ch 6:62 革顺族、按着宗族、在以
萨迦支派的地中、亚设支派的地
中、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巴珊
内玛拿西支派的地中、得了十三
座城。
1Ch 6:63 米拉利族、按着宗族拈阄、
在流便支派的地中、迦得支派的
地中、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
十二座城。
1Ch 6:64 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郊
野、给了利未人。
1Ch 6:65 这以上录名的城、在犹大、

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谢拉是亚
大雅的儿子、
1Ch 6:42 亚大雅是以探的儿子、以
探是薪玛的儿子、薪玛是示每的
儿子、
1Ch 6:43 示每是雅哈的儿子、雅哈
是革顺的儿子、革顺是利未的儿
子。
1Ch 6:44 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
孙、在他们左边供职的、有以探、
以探是基示的儿子、基示是亚伯
底的儿子、亚伯底是玛鹿的儿子、
1Ch 6:45 玛鹿是哈沙比雅的儿子、
哈沙比雅是亚玛谢的儿子、亚玛
谢是希勒家的儿子、
1Ch 6:46 希勒家是暗西的儿子、暗
西是巴尼的儿子、巴尼是沙麦的
儿子、
1Ch 6:47 沙麦是末力的儿子、末力
是母示的儿子、母示是米拉利的
儿子、米拉利是利未的儿子。
1Ch 6:48 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
被派办 神殿中的一切事。
1Ch 6:49 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
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
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
是照 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1Ch 6:50 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是非尼哈、非尼
哈的儿子是亚比书、
1Ch 6:51 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布
基的儿子是乌西、乌西的儿子是
西拉希雅、
1Ch 6:52 西拉希雅的儿子是米拉约、
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雅、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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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缅、便雅悯、三支派的地中．
以色列人拈阄给了他们。
1Ch 6:66 哥辖族中、有几家在以法
莲支派的地中也得了城邑、
1Ch 6:67 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逃城
示剑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
郊野、
1Ch 6:68 约缅与其郊野、伯和仑与
其郊野、
1Ch 6:69 亚雅仑与其郊野、迦特临
门与其郊野。
1Ch 6:70 哥辖族其余的人在玛拿西
半支派的地中、得了亚乃与其郊
野、比连与其郊野。
1Ch 6:71 革顺族、在玛拿西半支派
的地中、得了巴珊的哥兰与其郊
野、亚斯他录与其郊野。
1Ch 6:72 又在以萨迦支派的地中、
得了基低斯与其郊野、大比拉与
其郊野、
1Ch 6:73 拉末与其郊野、亚年与其
郊野。
1Ch 6:74 在亚设支派的地中、得了
玛沙与其郊野、押顿与其郊野、
1Ch 6:75 户割与其郊野、利合与其
郊野。
1Ch 6:76 在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
得了加利利的基低斯与其郊野、
哈们与其郊野、基列亭与其郊野。
1Ch 6:77 还有米拉利族的人、在西
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临摩挪与
其郊野、他泊与其郊野。
1Ch 6:78 又在耶利哥的约但河东、
在流便支派的地中、得了旷野的
比悉与其郊野、雅哈撒与其郊野、
1Ch 6:79 基底莫与其郊野、米法押
His Faith

与其郊野、
1Ch 6:80 又在迦得支派的地中、得
了基列的拉末与其郊野、玛哈念
与其郊野、
1Ch 6:81 希实本与其郊野、雅谢与
其郊野。

第七章
1Ch 7:1 以萨迦的儿子是陀拉、普

瓦、雅述、〔雅述在创世记第四十六
章十三节作约伯〕伸仑、共四人。
1Ch 7:2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
雅、耶勒、雅买、易伯散、示母利、
都是陀拉的族长、是大能的勇士．
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二
万二千六百名。
1Ch 7:3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希、
伊斯拉希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
底亚、约珥、伊示雅、共五人、都
是族长。
1Ch 7:4 他们所率领的、按着宗族
出战的军队、共有三万六千人、
因为他们的妻和子众多。
1Ch 7:5 他们的族弟兄在以萨迦各
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
谱计算、共有八万七千人。
1Ch 7:6 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
结、耶叠、共三人。
1Ch 7:7 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
西、乌薛、耶利摩、以利、共五人、
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
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二万
二千零三十四人。
1Ch 7:8 比结的儿子是细米拉、约
阿施、以利以谢、以利约乃、暗
利、耶利摩、亚比雅、亚拿突、亚
拉篾．这都是比结的儿子。
481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七章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七章
1Ch 7:9 他们都是族长、是大能的

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以拉大、
以拉大的儿子是他哈、
1Ch 7:21 他哈的儿子是撒拔、撒拔
的儿子是书提拉．以法莲又生以
谢、以列．这二人因为下去夺取
迦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迦特人
杀了。
1Ch 7:22 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
悲哀了多日、他的弟兄都来安慰
他。
1Ch 7:23 以法莲与妻同房、他妻就
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为家里
遭祸、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
1Ch 7:24 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就
是建筑上伯和仑、下伯和仑、与
乌羡舍伊拉的。
1Ch 7:25 比利阿的儿子是利法、和
利悉．利悉的儿子是他拉、他拉
的儿子是他罕、
1Ch 7:26 他罕的儿子是拉但、拉但
的儿子是亚米忽、亚米忽的儿子
是以利沙玛、
1Ch 7:27 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嫩
的儿子是约书亚。
1Ch 7:28 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
是伯特利与其村庄．东边拿兰、
西边基色、与其村庄、示剑与其
村庄、直到迦萨与其村庄。
1Ch 7:29 还有靠近玛拿西人的境界、
伯善与其村庄、他纳与其村庄、
米吉多与其村庄、多珥与其村庄．
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住在这
些地方。
1Ch 7:30 亚设的儿子是音拿、亦施
瓦、亦施韦、比利亚、还有他们
的妹子西拉。

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
孙共有二万零二百人。
1Ch 7:10 耶叠的儿子是比勒罕。比
勒罕的儿子是耶乌施、便雅悯、
以忽、基拿拿、细坦、他施、亚希
沙哈。
1Ch 7:11 这都是耶叠的儿子、都是
族长、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子
孙能上阵打仗的、共有一万七千
二百人。
1Ch 7:12 还有以珥的儿子书品、户
品、并亚黑的儿子户伸。
1Ch 7:13 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
沽尼、耶色、沙龙．这都是辟拉
的子孙。
1Ch 7:14 玛拿西的儿子亚斯列、是
他妾亚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
之父玛吉。
1Ch 7:15 玛吉娶的妻是户品、书品
的妹子、名叫玛迦、玛拿西的次
子名叫西罗非哈、西罗非哈但有
几个女儿。
1Ch 7:16 玛吉的妻玛迦生了一个儿
子、起名叫毗利施．毗利施的兄
弟名叫示利施、示利施的儿子是
乌兰和利金。
1Ch 7:17 乌兰的儿子是比但．这都
是基列的子孙．基列是玛吉的儿
子、玛吉是玛拿西的儿子。
1Ch 7:18 基列的妹子哈摩利吉生了
伊施荷、亚比以谢、玛拉。
1Ch 7:19 示米大的儿子是亚现、示
剑、利克希、阿尼安。
1Ch 7:20 以法莲的儿子是书提拉、
书提拉的儿子是比列、比列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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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7:31 比利亚的儿子是希别、玛

希忽。
1Ch 8:8 沙哈连休他二妻户伸和巴
拉之后、在摩押地生了儿子。
1Ch 8:9 他与妻贺得同房、生了约
巴、洗比雅、米沙、玛拉干、
1Ch 8:10 耶乌斯、沙迦、米玛．他这
些儿子都是族长。
1Ch 8:11 他的妻户伸给他生的儿子
有亚比突、以利巴力。
1Ch 8:12 以利巴力的儿子是希伯、
米珊、沙麦．沙麦建立阿挪、和
罗德二城、与其村庄。
1Ch 8:13 又有比利亚、和示玛、是
亚雅仑居民的族长、是驱逐迦特
人的。
1Ch 8:14 亚希约、沙煞、耶利末、
1Ch 8:15 西巴第雅、亚拉得、亚得、
1Ch 8:16 米迦勒、伊施巴、约哈都
是比利亚的儿子。
1Ch 8:17 西巴第雅、米书兰、希西
基、希伯、
1Ch 8:18 伊施米莱、伊斯利亚、约
巴、都是以利巴力的儿子。
1Ch 8:19 雅金、细基利、撒底、
1Ch 8:20 以利乃、洗勒太、以列、
1Ch 8:21 亚大雅、比拉雅、申拉、都
是示每的儿子。
1Ch 8:22 伊施班、希伯、以列、
1Ch 8:23 亚伯顿、细基利、哈难、
1Ch 8:24 哈拿尼雅、以拦、安陀提
雅、
1Ch 8:25 伊弗底雅、毗努伊勒、都
是沙煞的儿子。
1Ch 8:26 珊示莱、示哈利、亚他利
雅、
1Ch 8:27 雅利西、以利亚、细基利、

结、玛结是比撒威的父亲。
1Ch 7:32 希别生雅弗勒、朔默、何
坦、和他们的妹子书雅。
1Ch 7:33 雅弗勒的儿子是巴萨、宾
哈、亚施法．这都是雅弗勒的儿
子。
1Ch 7:34 朔默的儿子是亚希、罗迦、
耶户巴、亚兰。
1Ch 7:35 朔默兄弟希连的儿子是琐
法、音那、示利斯、亚抹。
1Ch 7:36 琐法的儿子是书亚、哈尼
弗、书阿勒、比利、音拉、
1Ch 7:37 比悉、河得、珊玛、施沙、
益兰、比拉。
1Ch 7:38 益帖的儿子是耶孚尼、毗
斯巴、亚拉。
1Ch 7:39 乌拉的儿子是亚拉、汉尼
业、利写。
1Ch 7:40 这都是亚设的子孙、都是
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
首领中的头目、按着家谱计算、
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二万
六千人。

第八章
1Ch 8:1 便雅悯的长子比拉、次子

亚实别、三子亚哈拉、
1Ch 8:2 四子挪哈、五子拉法。
1Ch 8:3 比拉的儿子是亚大、基拉、
亚比忽、
1Ch 8:4 亚比书、乃幔、亚何亚、
1Ch 8:5 基拉、示孚汛、户兰。
1Ch 8:6 以忽的儿子作迦巴居民的
族长、被掳到玛拿辖．
1Ch 8:7 以忽的儿子乃幔、亚希亚、
基拉也被掳去．基拉生乌撒、亚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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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耶罗罕的儿子。
1Ch 8:28 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
住在耶路撒冷。
1Ch 8:29 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
耶利．他的妻名叫玛迦。
1Ch 8:30 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
苏珥、基士、巴力、拿答、
1Ch 8:31 基多、亚希约、撒迦、米基
罗．
1Ch 8:32 米基罗生示米暗。这些人
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
居住。
1Ch 8:33 尼珥生基士、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单、麦基舒亚、亚比
拿达、伊施巴力。
1Ch 8:34 约拿单的儿子是米力巴力

第九章
1Ch 9:1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

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
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
1Ch 9:2 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
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
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
1Ch 9:3 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
便雅悯人、以法莲人、玛拿西人．
1Ch 9:4 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
有乌太、乌太是亚米忽的儿子、
亚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音
利的儿子、音利是巴尼的儿子。
1Ch 9:5 示罗的子孙中、有长子亚
帅雅、和他的众子。
1Ch 9:6 谢拉的子孙中、有耶乌利
和他的弟兄、共六百九十人。
1Ch 9:7 便雅悯人中、有哈西努的
曾孙何达威雅的孙子米书兰的
儿子撒路．
1Ch 9:8 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伊比尼
雅、米基立的孙子乌西的儿子以
拉、伊比尼雅的曾孙流珥的孙子
示法提雅的儿子米书兰、
1Ch 9:9 和他们的族弟兄．按着家
谱计算、共有九百五十六名、这
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
1Ch 9:10 祭司中有耶大雅、耶何雅
立、雅斤。
1Ch 9:11 还有管理
神殿希勒家的
儿子亚萨利雅．希勒家是米书兰
的儿子、米书兰是撒督的儿子、
撒督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
亚希突的儿子。
1Ch 9:12 有玛基雅的曾孙巴施户珥
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又

〔米力巴力在撒母耳下四章四节作米
非波设〕、米力巴力生米迦。
1Ch 8:35 米迦的儿子是毗敦、米勒、

他利亚、亚哈斯、
1Ch 8:36 亚哈斯生耶何阿达、耶何
阿达生亚拉篾、亚斯玛威、心利、
心利生摩撒、
1Ch 8:37 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的
儿子是拉法、拉法的儿子是以利
亚萨、以利亚萨的儿子是亚悉。
1Ch 8:38 亚悉有六个儿子、他们的
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
玛利、示亚利雅、俄巴底雅、哈
难。这都是亚悉的儿子。
1Ch 8:39 亚悉兄弟以设的长子是乌
兰、次子耶乌施、三子是以利法
列。
1Ch 8:40 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
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
孙、共一百五十名、都是便雅悯
人。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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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亚第业的儿子玛赛．亚第业是
雅希细拉的儿子、雅希细拉是米
书兰的儿子、米书兰是米实利密
的儿子、米实利密是音麦的儿子。
1Ch 9:13 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
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人、是善于作
神殿使用之工的。
1Ch 9:14 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
有哈沙比雅的曾孙押利甘的孙
子哈述的儿子示玛雅．
1Ch 9:15 有拔巴甲、黑勒施、迦拉、
并亚萨的曾孙、细基利的孙子、
米迦的儿子玛探雅．
1Ch 9:16 又有耶杜顿的曾孙迦拉的
孙子示玛雅的儿子俄巴底．还有
以利加拿的孙子亚撒的儿子比
利家．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
庄。
1Ch 9:17 守门的是沙龙、亚谷、达
们、亚希幔、和他们的弟兄．沙
龙为长。
1Ch 9:18 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
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
1Ch 9:19 可拉的曾孙以比雅撒的孙
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
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
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
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
1Ch 9:20 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
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1Ch 9:21 米施利米雅的儿子撒迦利
雅是看守会幕之门的。
1Ch 9:22 被选守门的人、共有二百
一十二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
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
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
His Faith

1Ch 9:23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

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
幕的门。
1Ch 9:24 在东、西、南、北、四方都
有守门的。
1Ch 9:25 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
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
1Ch 9:26 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
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 神殿的
仓库。
1Ch 9:27 他们住在
神殿的四围、
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
开门。
1Ch 9:28 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
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
1Ch 9:29 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
的器皿、并细面、酒、油、乳香、
香料。
1Ch 9:30 祭司中有人用香料作膏油。
1Ch 9:31 利未人玛他提雅是可拉族
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
理盘中烤的物。
1Ch 9:32 他们族弟兄哥辖子孙中、
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
摆列。
1Ch 9:33 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
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
作别样的工。
1Ch 9:34 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
长、住在耶路撒冷。
1Ch 9:35 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
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迦。
1Ch 9:36 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
苏珥、基士、巴力、尼珥、拿答、
1Ch 9:37 基多、亚希约、撒迦利雅、
米基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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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9:38 米基罗生示米暗．这些人

刀上死了。
1Ch 10:6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
1Ch 10:7 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
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
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
人便来住在其中。
1Ch 10:8 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
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
子仆倒在基利波山、
1Ch 10:9 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
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
境〔到或作送到〕报信与他们的
偶像、和众民．
1Ch 10:10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
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
衮庙中。
1Ch 10:11 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
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
1Ch 10:12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
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
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
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
1Ch 10:13 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
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
1Ch 10:14 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
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
儿子大卫。

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
居住。
1Ch 9:39 尼珥生基士、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单、麦基舒亚、亚比
拿达、伊施巴力。
1Ch 9:40 约拿单的儿子是米力巴力
〔米力巴力即米非波设〕米力巴力
生米迦。
1Ch 9:41 米迦的儿子是毗敦、米勒、
他利亚、亚哈斯。
1Ch 9:42 亚哈斯生雅拉、雅拉生亚
拉篾、亚斯玛威、心利、心利生
摩撒、
1Ch 9:43 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生
利法雅、利法雅的儿子是以利亚
萨、以利亚萨的儿子是亚悉。
1Ch 9:44 亚悉有六个儿子、他们的
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
玛利、示亚利雅、俄巴底雅、哈
难、这都是亚悉的儿子。

第十章
1Ch 10:1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山有被杀仆倒的。
1Ch 10:2 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
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亚比拿达、麦基舒亚。
1Ch 10:3 势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
追上、射伤甚重．
1Ch 10:4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
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
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1Ch 10:5 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1Ch 11:1 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仑

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1Ch 11:2 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
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
你的 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
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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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1:3 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

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
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1Ch 11:15 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
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
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乏音谷
安营。
1Ch 11:16 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
人的防营在伯利恒。
1Ch 11:17 大卫渴想、说、甚愿有人
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
给我喝。
1Ch 11:18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
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
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
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
1Ch 11:19 说、我的
神阿、这三个
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
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
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作的
事。
1Ch 11:20 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
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
三百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1Ch 11:21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
尊贵的、所以作他们的首领．只
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1Ch 11:22 有甲薛勇士耶何耶大的
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
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
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
了一个狮子．
1Ch 11:23 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
人身高五肘、手里拿着枪、枪杆
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着
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
来、用那枪将他刺死。

到希伯仑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
仑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
就膏大卫作以色列的王、是照耶
和华藉撒母耳所说的话。
1Ch 11:4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
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
斯人住在那里。
1Ch 11:5 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决
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
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
1Ch 11:6 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
人、必作首领元帅。洗鲁雅的儿
子约押先上去、就作了元帅。
1Ch 11:7 大卫住在保障里．所以那
保障叫作大卫城。
1Ch 11:8 大卫又从米罗起、四围建
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
1Ch 11:9 大卫日见强盛、因为万军
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1Ch 11:10 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
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
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
1Ch 11:11 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
面．哈革摩尼的儿子雅朔班、他
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三
百人。
1Ch 11:12 其次是亚合人、朵多的儿
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
一个。
1Ch 11:13 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
闵、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
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
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1Ch 11:14 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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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1:24 这是耶何耶大的儿子比

1Ch 11:40 以帖人以拉、以帖人迦立、

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
得了名。
1Ch 11:25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
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
立他作护卫长。
1Ch 11:26 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兄
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
伊勒哈难、
1Ch 11:27 哈律人沙玛、比伦人希利
斯、
1Ch 11:28 提哥亚人益吉的儿子以
拉、亚拿突人亚比以谢、
1Ch 11:29 户沙人西比该、亚合人以
来、
1Ch 11:30 尼陀法人玛哈莱、尼陀法
人巴拿的儿子希立、
1Ch 11:31 便雅悯族、基比亚人利拜
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
1Ch 11:32 迦实溪人户莱、亚拉巴人
亚比、
1Ch 11:33 巴路米人押斯玛弗、沙本
人以利雅哈巴、
1Ch 11:34 基孙人哈深的众子、哈拉
人沙基的儿子约拿单、
1Ch 11:35 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希
暗、吾珥的儿子以利法勒、
1Ch 11:36 米基拉人希弗、比伦人亚
希雅、
1Ch 11:37 迦密人希斯罗、伊斯拜的
儿子拿莱、
1Ch 11:38 拿单的兄弟约珥、哈基利
的儿子弥伯哈、
1Ch 11:39 亚扪人洗勒、比录人拿哈
莱．拿哈莱是给洗鲁雅的儿子约
押拿兵器的．

1Ch 11:41 赫人乌利亚、亚莱的儿子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十二章

撒拔、
1Ch 11:42 流便人示撒的儿子亚第

拿．他是流便支派中的一个族长、
率领三十人．
1Ch 11:43 玛迦的儿子哈难、弥特尼
人约沙法、
1Ch 11:44 亚施他拉人乌西亚、亚罗
珥人何坦的儿子沙玛、耶利、
1Ch 11:45 提洗人申利的儿子耶叠
和他的兄弟约哈、
1Ch 11:46 玛哈未人以利业、伊利拿
安的儿子耶利拜、约沙未雅、摩
押人伊特玛、
1Ch 11:47 以利业、俄备得、并米琐
八人雅西业。

第十二章
1Ch 12:1 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

躲在洗革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
那里帮助他打仗。
1Ch 12:2 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
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
罗的族弟兄。
1Ch 12:3 为首的是亚希以谢．其次
是约阿施、都是基比亚人示玛的
儿子．还有亚斯玛威的儿子耶薛、
和毗力．又有比拉迦、并亚拿突
人耶户、
1Ch 12:4 基遍人以实买雅、他在三
十人中是勇士管理他们、且有耶
利米、雅哈悉、约哈难、和基得
拉人约撒拔、
1Ch 12:5 伊利乌赛、耶利摩、比亚
利雅、示玛利雅、哈律弗人示法
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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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2:6 可拉人以利加拿、耶西亚、

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
平安．因为你的 神帮助你。大
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作军长。
1Ch 12:19 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
去、要与扫罗争战．有些玛拿西
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
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
商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
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
扫罗。
1Ch 12:20 大卫往洗革拉去的时候、
有玛拿西人的千夫长押拿、约撒
拔、耶叠、米迦勒、约撒拔、以利
户、洗勒太都来投奔他。
1Ch 12:21 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
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作
军长。
1Ch 12:22 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
卫、以致成了大军、如 神的军
一样。
1Ch 12:23 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
仑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
将扫罗的国位归与大卫、他们的
数目如下．
1Ch 12:24 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
备打仗的、有六千八百人。
1Ch 12:25 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
勇士、有七千一百人。
1Ch 12:26 利未支派有四千六百人。
1Ch 12:27 耶何耶大是亚伦家的首
领．跟从他的有三千七百人．
1Ch 12:28 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
督．同着他的有族长二十二人。
1Ch 12:29 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
兄、也有三千人、他们向来大半
归顺扫罗家。

亚萨列、约以谢、雅朔班、
1Ch 12:7 基多人耶罗罕的儿子犹拉、
和西巴第雅。
1Ch 12:8 迦得支派中、有人到旷野
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
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
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
的鹿．
1Ch 12:9 第一以薛、第二俄巴底雅、
第三以利押、
1Ch 12:10 第四弥施玛拿、第五耶利
米、
1Ch 12:11 第六亚太、第七以利业、
1Ch 12:12 第八约哈难、第九以利萨
巴、
1Ch 12:13 第十耶利米、第十一末巴
奈。
1Ch 12:14 这都是迦得人中的军长．
至小的能抵一百人、至大的能抵
一千人。
1Ch 12:15 正月、约但河水涨过两岸
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
原的人、东奔西逃。
1Ch 12:16 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
山寨大卫那里。
1Ch 12:17 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
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地来帮
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
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
手里、愿我们列祖的 神察看责
罚。
1Ch 12:18 那时
神的灵感动那三
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
大卫阿、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
的儿子阿、我们是帮助你的．愿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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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2:30 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

第十三章

在本族著名的有二万零八百人。
1Ch 12:31 玛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
13:7
的共一万八千人、都来立大卫作 民 7:9
13:10
王。
撒下 6:7
1Ch 12:32 以萨迦支派、有二百族长、民 4:15
都通达时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
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
命令。
1Ch 12:33 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
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
二心的、有五万人。
1Ch 12:34 拿弗他利支派、有一千军
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
三万七千人。
1Ch 12:35 但支派、能摆阵的有二万
八千六百人。
1Ch 12:36 亚设支派、能上阵打仗的
有四万人。
1Ch 12:37 约但河东的流便支派、迦
得支派、玛拿西半支派、拿着各
样兵器打仗的有十二万人。
1Ch 12:38 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
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仑、要
立大卫作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
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作王。
1Ch 12:39 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
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
他们预备了。
1Ch 12:40 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萨
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
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
油、用驴、骆驼、骡子、牛、驮来、
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
色列人甚是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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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3:1 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

就是一切首领商议。
1Ch 13:2 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
和华我们的 神、我们就差遣人
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
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
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
1Ch 13:3 我们要把
神的约柜运到
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
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 神。
1Ch 13:4 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
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
1Ch 13:5 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
埃及的西曷河、直到哈马口、都
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琳将 神
的约柜运来。
1Ch 13:6 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
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琳、
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
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 神
留名的约柜。
1Ch 13:7 他们将
神的约柜、从亚
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
上．乌撒和亚希约赶车。
1Ch 13:8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
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
极力跳舞歌唱。
1Ch 13:9 到了基顿的禾场、〔基顿撒
母耳下六章六节作拿艮〕因为牛失
前蹄、〔或作惊跳〕乌撒就伸手
扶住约柜。
1Ch 13:10 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
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
神面前。
FOJC.NET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十三章
1Ch 13:11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原文

里。

作闯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

1Ch 14:11 非利士人来到巴力毗拉

地方为毗列斯乌撒、直到今日。
1Ch 13:12 那日大卫惧怕
神、说、
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1Ch 13:13 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
大卫的城、却运到迦特人俄别以
东的家中。
1Ch 13:14
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
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
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心、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
说、 神藉我的手冲破敌人、如
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
巴力毗拉心。
1Ch 14:12 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
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
1Ch 14:13 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乏
音谷。
1Ch 14:14 大卫又求问
神． 神说、
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
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1Ch 14:15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
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 神已
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
军队。
1Ch 14:16 大卫就遵着
神所吩咐
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
遍直到基色。
1Ch 14:17 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
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第十四章
1Ch 14:1 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

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
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1Ch 14:2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
作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
列、使他的国兴旺。
1Ch 14:3 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
又生儿女。
1Ch 14:4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
是沙母亚、朔罢、拿单、所罗门、
1Ch 14:5 益辖、以利书亚、以法列、
1Ch 14:6 挪迦、尼斐、雅非亚、
1Ch 14:7 以利沙玛、比利雅大、以
利法列。
1Ch 14:8 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作
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
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
去迎敌。
1Ch 14:9 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
乏音谷。
1Ch 14:10 大卫求问
神、说、我可
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么．你将他
们交在我手里么。耶和华说、你
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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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5:1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

宫殿．又为 神的约柜预备地方、
支搭帐幕。
1Ch 15:2 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
之外、无人可抬 神的约柜．因
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 神的约
柜、且永远事奉他。
1Ch 15:3 大卫招聚以色列众人到耶
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
他所预备的地方。
1Ch 15:4 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
和利未人．
1Ch 15:5 哥辖子孙中有族长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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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弟兄一百二十人．
1Ch 15:6 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
帅雅、和他的弟兄二百二十人．
1Ch 15:7 革顺子孙中、有族长约珥、
和他的弟兄一百三十人。
1Ch 15:8 以利撒反子孙中、有族长
示玛雅、和他的弟兄二百人．
1Ch 15:9 希伯仑子孙中、有族长以
列、和他的弟兄八十人．
1Ch 15:10 乌薛子孙中、有族长亚米
拿达、和他的弟兄一百一十二人。
1Ch 15:11 大卫将祭司撒督和亚比
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雅、
约珥、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
召来、
1Ch 15:12 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
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
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 神
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
1Ch 15:13 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
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
神、所以他刑罚〔原文作闯杀〕我
们．
1Ch 15:14 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
将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约柜抬
上来。
1Ch 15:15 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
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藉摩西所
吩咐的。
1Ch 15:16 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
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
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
1Ch 15:17 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
子希幔、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
子亚萨、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
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十五章

1Ch 15:18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

迦利雅、便、雅薛、示米拉末、耶
歇、乌尼、以利押、比拿雅、玛西
雅、玛他提雅、以利斐利户、弥
克尼雅、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
利。
1Ch 15:19 这样、派歌唱的希幔、亚
萨、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
1Ch 15:20 派撒迦利雅、雅薛、示米
拉末、耶歇、乌尼、以利押、玛西
雅、比拿雅、鼓瑟、调用女音．
1Ch 15:21 又派玛他提雅、以利斐利
户、弥克尼雅、俄别以东、耶利、
亚撒西雅、领首弹琴、调用第八。
1Ch 15:22 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雅、
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
因为他精通此事。
1Ch 15:23 比利家、以利加拿、是约
柜前守门的。
1Ch 15:24 祭司示巴尼、约沙法、拿
坦业、亚玛赛、撒迦利雅、比拿
亚、以利以谢、在 神的约柜前
吹号．俄别以东和耶希亚也是约
柜前守门的。
1Ch 15:25 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
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
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
柜抬上来。
1Ch 15:26
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
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
牛、七只公羊。
1Ch 15:27 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
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雅、以及
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
1Ch 15:28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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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
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15:29
1Ch 15:29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
撒下 6:16
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
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第十六章
1Ch 16:1 众人将

神的约柜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
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1Ch 16:2 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
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
1Ch 16:3 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
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
个葡萄饼。
1Ch 16:4 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
华的约柜前事奉、颂扬、称谢、
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1Ch 16:5 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撒
迦利雅、雅薛、示米拉末、耶歇、
玛他提雅、以利押、比拿雅、俄
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惟有
亚萨敲钹、大发响声．
1Ch 16:6 祭司比拿雅和雅哈悉常在
神的约柜前吹号。
1Ch 16:7 那日大卫初次藉亚萨和他
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
1Ch 16:8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
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1Ch 16:9 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
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1Ch 16:10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
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1Ch 16:11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
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1Ch 16:12-13 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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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哪、你们要
记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
并他口中的判语。
1Ch 16:14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
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1Ch 16:15 你们要记念他的约、直到
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1Ch 16:16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
约、向以撒所起的誓．
1Ch 16:17 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
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1Ch 16:18 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作你产业的分．
1Ch 16:19 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数目
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1Ch 16:20 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
这国行到那国。
1Ch 16:21 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
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1Ch 16:22 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1Ch 16:23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1Ch 16:24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1Ch 16:25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
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1Ch 16:26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
耶和华创造诸天。
1Ch 16:27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
1Ch 16:28 民中的万族阿、你们要将
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
和华．
1Ch 16:29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
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十六章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十六章

面前．当以圣洁的妆饰〔的或作
为〕敬拜耶和华。
1Ch 16:30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抖．世
17:1
太 8:20
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启 3:20
1Ch 16:31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 创 5:22
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1Ch 16:32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
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1Ch 16:33 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
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
判全地。
1Ch 16:34 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
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1Ch 16:35 要说、拯救我们的
神阿、
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
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胜。
1Ch 16:36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从
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
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
华。
1Ch 16:37 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
在约柜前常常事奉耶和华、一日
尽一日的职分．
1Ch 16:38 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
兄、六十八人、与耶杜顿的儿子
俄别以东、并何萨作守门的．
1Ch 16:39-40 且派祭司撒督和他弟
兄众祭司、在基遍的邱坛耶和华
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
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
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
1Ch 16:41 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
幔、耶杜顿、和其余被选名字录
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
慈爱永远长存．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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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6:42 希幔、耶杜顿同着他们吹

号、敲钹、大发响声、并用别的
乐器随着歌颂 神．耶杜顿的子
孙作守门的。
1Ch 16:43 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
也回去为家眷祝福。

第十七章
1Ch 17:1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

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
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
里。
1Ch 17:2 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
你的心意而行．因为 神与你同
在。
1Ch 17:3 当夜
神的话临到拿单、
说、
1Ch 17:4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
给我居住。
1Ch 17:5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
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
那帐幕。
1Ch 17:6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
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
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1Ch 17:7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
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
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1Ch 17:8 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常与
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
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
名的人一样。
1Ch 17:9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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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
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1Ch 17:10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
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治服
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
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1Ch 17:11 你寿数满足归你列祖的
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
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1Ch 17:12 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
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1Ch 17:13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1Ch 17:14 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
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
必坚定、直到永远。
1Ch 17:15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
默示告诉大卫。
1Ch 17:16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
和华面前、说、耶和华 神阿、
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
我到这地步呢。
1Ch 17:17
神阿、这在你眼中还看
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
远．耶和华 神阿、你看顾我好
像看顾高贵的人。
1Ch 17:18 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
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
仆人。
1Ch 17:19 耶和华阿、你行了这大事、
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
故、也是照你的心意。
1Ch 17:20 耶和华阿、照我们耳中听
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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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1Ch 17:21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

以色列呢．你 神从埃及救赎他
们作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
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
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
1Ch 17:22 你使以色列人作你的子
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作他
们的 神。
1Ch 17:23 耶和华阿、你所应许仆人
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
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
1Ch 17:24 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
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
列的 神．是治理以色列的 神。
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
面前坚立。
1Ch 17:25 我的
神阿、因你启示仆
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
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
1Ch 17:26 耶和华阿、惟有你是
神、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1Ch 17:27 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
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
华阿、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
永远。

第十八章
1Ch 18:1 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

把他们治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
迦特、和属迦特的村庄．
1Ch 18:2 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
服大卫、给他进贡。
1Ch 18:3 琐巴王哈大利谢、〔在撒母
耳下八章三节作哈大底谢〕往伯拉
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
就攻打他、直到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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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8:4 夺了他的战车一千、马兵

1Ch 18:15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作元

七千、步兵二万、将拉战车的马
砍断蹄筋．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1Ch 18:5 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琐
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
人二万二千。
1Ch 18:6 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
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
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那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1Ch 18:7 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
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
1Ch 18:8 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
巴、〔提巴或作比他〕和均二城中、
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
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
器。
1Ch 18:9 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
琐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
1Ch 18:10 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
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
乌与哈大利谢常常争战．哈多兰
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
1Ch 18:11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
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
摩押、亚扪、非利士、亚玛力人
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
华。
1Ch 18:12 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在
盐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
1Ch 18:13 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
那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1Ch 18:14 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作史官．
1Ch 18:16 亚希突的儿子撒督、和亚
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作祭司
长．沙威沙作书记．
1Ch 18:17 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
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作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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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1Ch 19:1 此后、亚扪人的王拿辖死

了、他儿子接续他作王。
1Ch 19:2 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
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
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扪人的
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
1Ch 19:3 但亚扪人的首领对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
敬你父亲么．他的臣仆来见你不
是为详察窥探、倾覆这地么。
1Ch 19:4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
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
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
们回去。
1Ch 19:5 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
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
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
再回来。
1Ch 19:6 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
哈嫩和亚扪人就打发人、拿一千
他连得银子、从米所波大米、亚
兰玛迦、琐巴、雇战车和马兵。
1Ch 19:7 于是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
和玛迦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
营在米底巴前。亚扪人也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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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
1Ch 19:8 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
20:3
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撒下
1Ch 19:9 亚扪人出来、在城门前摆 12:31
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
1Ch 19:10 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
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1Ch 19:11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
比筛、对着亚扪人摆阵。
1Ch 19:12 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
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
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
1Ch 19:13 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
民、和 神的城邑、作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旨而行。
1Ch 19:14 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
面前逃跑。
1Ch 19:15 亚扪人见亚兰人逃跑、他
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筛面前
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
了。
1Ch 19:16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
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
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
朔法率领他们。
1Ch 19:17 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
以色列众人、过约但河、来到亚
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
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
他打仗。
1Ch 19:18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
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千辆战车
的人、四万步兵．又杀了亚兰的
将军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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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19:19 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

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
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
帮助亚扪人了。

第二十章
1Ch 20:1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

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扪
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
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
覆。
1Ch 20:2 大卫夺了亚扪人之王所戴
的金冠冕、〔王或作玛勒堪玛勒堪
即米勒公亚扪族之神名〕其上的金
子重一他连得、又嵌着宝石．人
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
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1Ch 20:3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
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作
强他们用锯或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
斧作工〕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

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
耶路撒冷去了。
1Ch 20:4 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
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
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
人就被制伏了。
1Ch 20:5 又与非利士人打仗．睚珥
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迦特人歌
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
粗如织布的机轴。
1Ch 20:6 又在迦特打仗、那里有一
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
共有二十四个指头．他也是伟人
的儿子。
1Ch 20:7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
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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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杀了他。
1Ch 20:8 这三个人是迦特伟人的儿
21:1
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民 1:3

第二十一章
1Ch 21:1 撒但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民 2:32
民 14:29
-32
启 7:9

21:15*

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创 6:6
1Ch 21:2 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 21:18
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 代下 3:1
人、从别是巴直到但、回来告诉
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1Ch 21:3 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
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
阿、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么．我
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
列人陷在罪里呢。
1Ch 21:4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
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
耶路撒冷、
1Ch 21:5 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
以色列人拿刀的、有一百一十万．
犹大人拿刀的、有四十七万。
1Ch 21:6 惟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
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
这命令。
1Ch 21:7
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
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
1Ch 21:8 大卫祷告
神说、我行这
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
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1Ch 21:9 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迦
得说、
1Ch 21:10 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
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
一样、我好降与你。
1Ch 21:11 于是迦得来见大卫、对他
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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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Ch 21:12 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

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
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
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
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
你要想一想、我好回覆那差我来
的。
1Ch 21:13 大卫对迦得说、我甚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
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
手里。
1Ch 21:14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
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
1Ch 21:15
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
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
见后悔a*、就不降这灾了、吩咐
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罢。
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
人阿珥楠的禾场那里。
1Ch 21:16 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
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
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
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
1Ch 21:17 大卫祷告
神说、吩咐数
点百姓的不是我么．我犯了罪、
行了恶．但这群羊作了什么呢．
愿耶和华我 神的手攻击我、和
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
瘟疫与他们。
1Ch 21:18 耶和华的使者吩咐迦得
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
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为耶和华
筑一座坛。
1Ch 21:19 大卫就照着迦得奉耶和
a 1Ch 21:15 后悔 <j#N`Y]w~ 或译作怜悯、伤痛

FOJC.NET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一章

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
1Ch 21:20 那时阿珥楠正打麦子．回
21:26
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 创 15:17
利 9:24
藏起来了。
士 6:21
王上
1Ch 21:21 大卫到了阿珥楠那里、阿 18:38
珥楠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代下 7:1
脸伏于地、向他下拜。
1Ch 21:22 大卫对阿珥楠说、你将这
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
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
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
1Ch 21:23 阿珥楠对大卫说、你可以
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
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作燔祭、
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作
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
1Ch 21:24 大卫王对阿珥楠说、不然、
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
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
物献为燔祭。
1Ch 21:25 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
六百舍客勒金子给阿珥楠。
1Ch 21:26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
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
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
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
1Ch 21:27 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
刀入鞘。
1Ch 21:28 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
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应允了
他、就在那里献祭。
1Ch 21:29 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
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
高处。
1Ch 21:30 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
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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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21:31 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

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

第二十二章
1Ch 22:1 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

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
要建造 神的殿。
1Ch 22:2 大卫预备许多铁、作门上
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
多得无法可称．
1Ch 22:3 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
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
许多香柏木来。
1Ch 22:4 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
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
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
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
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
备的材料甚多。
1Ch 22:5 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
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建造殿宇．
1Ch 22:6 对所罗门说、我儿阿、我
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 神的名
建造殿宇。
1Ch 22:7 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
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
在地上。
1Ch 22:8 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作
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
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
罗门．〔即太平之意〕他在位的日
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1Ch 22:9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他要作我的子、我要作他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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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
位、直到永远。
1Ch 22:10 我儿阿、现今愿耶和华与
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
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 神的殿。
1Ch 22:11 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
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
华你 神的律法。
1Ch 22:12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藉
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
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
怕、也不要惊惶。
1Ch 22:13 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
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得、银
子一百万他连得、铜和铁、多得
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
头、你还可以增添。
1Ch 22:14 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
木匠、和一切能作各样工的巧匠．
1Ch 22:15 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
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
在。
1Ch 22:16 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
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
1Ch 22:17 耶和华你们的
神不是
与你们同在么．不是叫你们四围
都平安么．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
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
他百姓面前制伏了。
1Ch 22:18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 神．也当起
来建造耶和华 神的圣所、好将
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 神的圣
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
殿里。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1Ch 23:1 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就立他儿子所罗门作以色列的
王。
1Ch 23:2 大卫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
和祭司利未人。
1Ch 23:3 利未人从三十岁以外的都
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
三万八千。
1Ch 23:4 其中有二万四千人、管理
耶和华殿的事．有六千人作官长
和士师．
1Ch 23:5 有四千人作守门的．又有
四千人用大卫所作的乐器颂赞
耶和华。
1Ch 23:6 大卫将利未人革顺、哥辖、
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
1Ch 23:7 革顺的子孙有拉但和示每。
1Ch 23:8 拉但的长子是耶歇、还有
细坦和约珥、共三人。
1Ch 23:9 示每的儿子是示罗密、哈
薛、哈兰三人。这是拉但族的族
长。
1Ch 23:10 示每的儿子是雅哈、细拿、
耶乌施、比利亚、共四人。
1Ch 23:11 雅哈是长子、细撒是次子．
但耶乌施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
所以算为一族。
1Ch 23:12 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
哈、希伯伦、乌薛共四人。
1Ch 23:13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
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
至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事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
远。
1Ch 23:14 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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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记在利未支派的册上。
1Ch 23:15 摩西的儿子是革舜和以
24:2
民 3:4
利以谢．
利 10:2
1Ch 23:16 革舜的长子是细布业．
1Ch 23:17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
比雅、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
但利哈比雅的子孙甚多。
1Ch 23:18 以斯哈的长子是示罗密。
1Ch 23:19 希伯伦的长子是耶利雅．
次子是亚玛利亚．三子是雅哈悉．
四子是耶加面。
1Ch 23:20 乌薛的长子是米迦．次子
是耶西雅。
1Ch 23:21 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
示、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
士。
1Ch 23:22 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
娶了他们为妻。
1Ch 23:23 母示的儿子是末力、以得、
耶利摩共三人。
1Ch 23:24 以上利未子孙作族长的、
照着男丁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
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
1Ch 23:25 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
远住在耶路撒冷。
1Ch 23:26 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
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
1Ch 23:27 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
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被数
点。
1Ch 23:28 他们的职任、是服事亚伦
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
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
是办 神殿的事务．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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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23:29 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

面、或无酵薄饼、或用盘烤、或
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
斗尺度．
1Ch 23:30 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
耶和华．
1Ch 23:31 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
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
耶和华．
1Ch 23:32 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
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
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

第二十四章
1Ch 24:1 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

面．亚伦的儿子是拿答、亚比户、
以利亚撒、以他玛。
1Ch 24:2 拿答、亚比户死在他们父
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
以利亚撒、以他玛供祭司的职分。
1Ch 24:3 以利亚撒的子孙撒督、和
以他玛的子孙亚希米勒、同着大
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
1Ch 24:4 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
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
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
十六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
有八个族长．
1Ch 24:5 都掣签分立、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 神面前作首领的、有
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
子孙。
1Ch 24:6 作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
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
撒督、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
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
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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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
一族。
1Ch 24:7 掣签的时候、第一掣出来
的是耶何雅立、第二是耶大雅、
1Ch 24:8 第三是哈琳、第四是梭琳、
1Ch 24:9 第五是玛基雅、第六是米
雅民、
1Ch 24:10 第七是哈歌斯、第八是亚
比雅、
1Ch 24:11 第九是耶书亚、第十是示
迦尼、
1Ch 24:12 第十一是以利亚实、第十
二是雅金、
1Ch 24:13 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
耶是比押、
1Ch 24:14 第十五是璧迦、第十六是
音麦、
1Ch 24:15 第十七是希悉、第十八是
哈辟悉、
1Ch 24:16 第十九是毗他希雅、第二
十是以西结、
1Ch 24:17 第二十一是雅斤、第二十
二是迦末、
1Ch 24:18 第二十三是第来雅、第二
十四是玛西亚。
1Ch 24:19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藉他们祖
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
华的殿、办理事务。
1Ch 24:20 利未其余的子孙如下．暗
兰的子孙里有书巴业．书巴业的
子孙里有耶希底亚．
1Ch 24:21 利哈比雅的子孙里有长
子伊示雅．
1Ch 24:22 以斯哈的子孙里有示罗
摩．示罗摩的子孙里有雅哈．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五章

1Ch 24:23 希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

耶利雅、次子亚玛利亚、三子雅
哈悉、四子耶加面。
1Ch 24:24 乌薛的子孙里有米迦．米
迦的子孙里有沙密。
1Ch 24:25 米迦的兄弟是伊示雅．伊
示雅的子孙里有撒迦利雅。
1Ch 24:26 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
示、雅西雅．雅西雅的儿子有比
挪．
1Ch 24:27 米拉利的子孙里有雅西
雅的儿子比挪、朔含、撒刻、伊
比利。
1Ch 24:28 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没有儿子。
1Ch 24:29 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篾。
1Ch 24:30 母示的儿子是末力、以得、
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
子孙。
1Ch 24:31 他们在大卫王和撒督、并
亚希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
面前掣签、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
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
有分别。

第二十五章
1Ch 25:1 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

希幔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
瑟、敲钹、唱歌。〔唱歌原文作说预
言本章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
在下面．
1Ch 25:2 亚萨的儿子撒刻、约瑟、
尼探雅、亚萨利拉、都归亚萨指
教、遵王的旨意唱歌。
1Ch 25:3 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西
利、耶筛亚、哈沙比雅、玛他提
雅、示每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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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
颂赞耶和华。
1Ch 25:4 希幔的儿子布基雅、玛探
雅、乌薛、细布业、耶利摩、哈拿
尼雅、哈拿尼、以利亚他、基大
利提、罗幔提以谢、约施比加沙、
玛罗提、何提、玛哈秀．
1Ch 25:5 这都是希幔的儿子、吹角
颂赞。希幔奉 神之命作王的先
见。 神赐给希幔十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1Ch 25:6 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
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
办 神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
希幔都是王所命定的。
1Ch 25:7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
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二
百八十八人。
1Ch 25:8 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
为徒的、都一同掣签分了班次。
1Ch 25:9 掣签的时候、第一掣出来
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第二是基
大利、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十二
人。
1Ch 25:10 第三是撒刻．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1 第四是伊洗利．他和他儿
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2 第五是尼探雅．他和他儿
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3 第六是布基雅．他和他儿
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4 第七是耶萨利拉．他和他
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5 第八是耶筛亚．他和他儿
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His Faith

1Ch 25:16 第九是玛探雅．他和他儿

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7 第十是示每．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8 第十一是亚萨烈．他和他
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19 第十二是哈沙比雅．他和
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0 第十三是书巴业．他和他
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1 第十四是玛他提雅．他和
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2 第十五是耶利摩．他和他
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3 第十六是哈拿尼雅．他和
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4 第十七是约施比加沙．他
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5 第十八是哈拿尼．他和他
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6 第十九是玛罗提．他和他
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7 第二十是以利亚他．他和
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8 第二十一是何提．他和他
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29 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他
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30 第二十三是玛哈秀．他和
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1Ch 25:31 第二十四是罗幔提以谢．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二十六章
1Ch 26:1 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

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
的儿子米施利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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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26:2 米施利米雅的长子是撒迦

雅。他的儿子撒迦利亚是精明的
谋士、掣签守北门。
1Ch 26:15 俄别以东守南门．他的儿
子守库房。
1Ch 26:16 书聘与何萨守西门、在靠
近沙利基门、通着往上去的街道
上、班与班相对。
1Ch 26:17 每日东门有六个利未人、
北门有四个、南门有四个、库房
有两个、又有两个轮班替换。
1Ch 26:18 在西面街道上有四个、在
游廊上有两个．
1Ch 26:19 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拉
利子孙、守门的班次。
1Ch 26:20 利未子孙中有亚希雅、掌
管 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
1Ch 26:21 革顺族、拉但子孙里、作
族长的、是革顺族拉但的子孙耶
希伊利。
1Ch 26:22 耶希伊利的儿子西坦、和
他兄弟约珥、掌管耶和华殿里的
府库。
1Ch 26:23 暗兰族、以斯哈族、希伯
伦族、乌泄族、也有职分．
1Ch 26:24 摩西的孙子革舜的儿子
细布业掌管府库。
1Ch 26:25 还有他的弟兄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雅．利
哈比雅的儿子是耶筛亚．耶筛亚
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细
基利．细基利的儿子是示罗密。
1Ch 26:26 这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
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
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
所分别为圣的物。
1Ch 26:27 他们将争战时所夺的财

利亚、次子是耶叠、三子是西巴
第雅、四子是耶提聂、
1Ch 26:3 五子是以拦、六子是约哈
难、七子是以利约乃。
1Ch 26:4 俄别以东的长子是示玛雅、
次子是约萨拔、三子是约亚、四
子是沙甲、五子是拿坦业、
1Ch 26:5 六子是亚米利、七子是以
萨迦、八子是乌利太、因为 神
赐福与俄别以东。
1Ch 26:6 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
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
的家。
1Ch 26:7 示玛雅的儿子是俄得尼、
利法益、俄备得、以利萨巴．以
利萨巴的弟兄是壮士．还有以利
户和西玛迦。
1Ch 26:8 这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
是善于办事的壮士．俄别以东的
子孙共六十二人。
1Ch 26:9 米施利米雅的儿子和弟兄
都是壮士、共十八人。
1Ch 26:10 米拉利子孙何萨有几个
儿子．长子是申利．他原不是长
子、是他父亲立他作长子。
1Ch 26:11 次子是希勒家、三子是底
巴利雅、四子是撒迦利亚．何萨
的儿子并弟兄共十三人。
1Ch 26:12 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
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
里、按班供职。
1Ch 26:13 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
族掣签、分守各门。
1Ch 26:14 掣签守东门的是示利米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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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
殿。
1Ch 26:28 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
扫罗、尼珥的儿子押尼珥、洗鲁
雅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
都归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
1Ch 26:29 以斯哈族有基拿尼雅和
他众子作官长和士师、管理以色
列的外事。
1Ch 26:30 希伯伦族有哈沙比雅和
他弟兄一千七百人、都是壮士、
在约但河西、以色列地、办理耶
和华与王的事。
1Ch 26:31 希伯伦族中有耶利雅作
族长．大卫作王第四十年、在基
列的雅谢、从这族中、寻得大能
的勇士。
1Ch 26:32 耶利雅的弟兄有二千七
百人、都是壮士、且作族长．大
卫王派他们在流便支派、迦得支
派、玛拿西半支派中、办理 神
和王的事。

作军长下同〕是祭司耶何耶大的

儿子比拿雅．他班内有二万四千
人。
1Ch 27:6 这比拿雅是那三十人中的
勇士、管理那三十人．他班内又
有他儿子暗米萨拔。
1Ch 27:7 四月第四班的班长、是约
押的兄弟亚撒黑．接续他的、是
他儿子西巴第雅．他班内有二万
四千人。
1Ch 27:8 五月第五班的班长、是伊
斯拉人珊合．他班内有二万四千
人。
1Ch 27:9 六月第六班的班长、是提
哥亚人益吉的儿子以拉．他班内
有二万四千人。
1Ch 27:10 七月第七班的班长、是以
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他班内有
二万四千人。
1Ch 27:11 八月第八班的班长、是谢
拉族户沙人西比该．他班内有二
万四千人。
1Ch 27:12 九月第九班的班长、是便
雅悯族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他班
内有二万四千人。
1Ch 27:13 十月第十班的班长、是谢
拉族尼陀法人玛哈莱．他班内有
二万四千人。
1Ch 27:14 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
是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拿雅．他
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1Ch 27:15 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
是俄陀聂族尼陀法人黑玳．他班
内有二万四千人。
1Ch 27:16 管理以色列众支派的记
在下面．管流便人的、是细基利

第二十七章
1Ch 27:1 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

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
班是二万四千人、周年按月轮流、
替换出入服事王。
1Ch 27:2 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撒
巴第业的儿子雅朔班．他班内有
二万四千人。
1Ch 27:3 他是法勒斯的子孙、统管
正月班的一切军长。
1Ch 27:4 二月的班长、是亚哈希人
朵代．还有副官密基罗．他班内
有二万四千人。
1Ch 27:5 三月第三班的班长〔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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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以利以谢．管西缅人的、
是玛迦的儿子示法提雅．
1Ch 27:17 管利未人的、是基母利的
儿子哈沙比雅．管亚伦子孙的是
撒督．
1Ch 27:18 管犹大人的、是大卫的一
个哥哥以利户．管以萨迦人的、
是米迦勒的儿子暗利．
1Ch 27:19 管西布伦人的、是俄巴第
雅的儿子伊施玛雅．管拿弗他利
人的、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
1Ch 27:20 管以法莲人的是阿撒细
雅的儿子何细亚．管玛拿西半支
派的是大雅的儿子约珥．
1Ch 27:21 管基列地玛拿西那半支
派的、是撒迦利亚的儿子易多．
管便雅悯人的、是押尼珥的儿子
雅西业．
1Ch 27:22 管但人的、是耶罗罕的儿
子亚萨列。以上是以色列众支派
的首领。
1Ch 27:23 以色列人二十岁以内的、
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耶和华曾
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
上的星那样多。
1Ch 27:24 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动手
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
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
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
1Ch 27:25 掌管王府库的、是亚叠的
儿子押斯马威．掌管田野城邑村
庄保障之仓库的、是乌西雅的儿
子约拿单．
1Ch 27:26 掌管耕田种地的是基绿
的儿子以斯利．
1Ch 27:27 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八章

示每．掌管葡萄园酒窖的、是实
弗米人撒巴底．
1Ch 27:28 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桑树
的、是基第利人巴勒哈南．掌管
油库的是约阿施．
1Ch 27:29 掌管沙仑牧放牛群的、是
沙仑人施提赉．掌管山谷牧养牛
群的、是亚第赉的儿子沙法．
1Ch 27:30 掌管驼群的、是以实玛利
人阿比勒．掌管驴群的、是米仑
人耶希底亚．掌管羊群的、是夏
甲人雅悉。
1Ch 27:31 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
业的。
1Ch 27:32 大卫的叔叔约拿单作谋
士．这人有智慧、又作书记．哈
摩尼的儿子耶歇作王众子的师
傅。
1Ch 27:33 亚希多弗也作王的谋士．
亚基人户筛作王的陪伴．
1Ch 27:34 亚希多弗之后、有比拿雅
的儿子耶何耶大、和亚比亚他、
接续他作谋士．约押作王的元帅。

第二十八章
1Ch 28:1 大卫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

首领、和轮班服事王的军长、与
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
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
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
1Ch 28:2 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
的弟兄、我的百姓阿、你们当听
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
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 神的
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1Ch 28:3 只是
神对我说、你不可
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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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了人的血。
1Ch 28:4 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作以色列 28:9
耶 29:12
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 来 11:6
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 约 4:24
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
我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1Ch 28:5 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
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坐耶和华
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
1Ch 28:6 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
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
我拣选他作我的子、我也必作他
的父。
1Ch 28:7 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
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
的国位、直到永远。
1Ch 28:8 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
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
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
华你们 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
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1Ch 28:9 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
耶和华你父的 神、诚心乐意地
事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
必永远丢弃你。
1Ch 28:10 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
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
强去行。
1Ch 28:11 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
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
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
1Ch 28:12 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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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是耶和华 神殿的院子、
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
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
1Ch 28:13 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
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
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
式、
1Ch 28:14 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
两、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两．
1Ch 28:15 金灯台和金灯的分两、银
灯台和银灯的分两、轻重各都合
宜．
1Ch 28:16 陈设饼金桌子的分两、银
桌子的分两、
1Ch 28:17 精金的肉叉子、盘子、和
爵的分两、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
两、
1Ch 28:18 精金香坛的分两、并用金
子作基路伯．〔原文作用金子作车
式的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
掩耶和华的约柜。
1Ch 28:19 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
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
我明白的。
1Ch 28:20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
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
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
神就是我的 神、与你同在、他
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
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1Ch 28:21 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
为要办理 神殿各样的事．又有
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
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
一心听从你的命令。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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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29:11 耶和华阿、尊大、能力、荣

第二十九章
1Ch 29:1 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

29:11

所罗门是 神特选的、还年幼娇 太 6:13
万有:
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 诗 103:19
耶 10:16
人、乃是为耶和华 神建造的。 约 3:35
10:36
1Ch 29:2 我为我
神的殿已经尽力、徒
罗 9:5
预备金子作金器、银子作银器、 罗 11:36
林前 3:21
铜作铜器、铁作铁器、木作木器、 弗 1:22
1:16
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 西
来 1:2
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
1Ch 29:3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
神的
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
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建造我 神的殿．
1Ch 29:4 就是俄斐金三千他连得、
精炼的银子七千他连得、以贴殿
墙。
1Ch 29:5 金子作金器、银子作银器、
并藉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
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1Ch 29:6 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
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
并监管王工的官长、都乐意献上。
1Ch 29:7 他们为
神殿的使用、献
上金子五千他连得零一万达利
克、银子一万他连得、铜一万八
千他连得、铁十万他连得。
1Ch 29:8 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
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
1Ch 29:9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
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
大欢喜。
1Ch 29:10 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
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直到
永永远远的。
历代志上 (代上) 1Ch 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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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强胜、威严都是你的．凡天
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
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
之首。
1Ch 29:12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
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
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1Ch 29:13 我们的
神阿、现在我们
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
1Ch 29:14 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
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
给你。
1Ch 29:15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
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
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或作没有长存的指望〕
1Ch 29:16 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我
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
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
是属你的。
1Ch 29:17 我的
神阿、我知道你察
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
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
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
与你。
1Ch 29:18 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
罕、以撒、以色列的 神阿、求
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
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1Ch 29:19 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
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
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
预备的建造殿宇。
1Ch 29:20 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
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 神。于是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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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
1Ch 29:21 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
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一千只、
公绵羊一千只、羊羔一千只、并
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
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
前吃喝、大大欢乐。
1Ch 29:22 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膏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又膏撒
督作祭司。
1Ch 29:23 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
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
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
听从他。
1Ch 29:24 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
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
1Ch 29:25 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
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
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
1Ch 29:26 耶西的儿子大卫作以色
列众人的王。
1Ch 29:27 作王共四十年．在希伯仑
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
三年。
1Ch 29:28 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
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
1Ch 29:29 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
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
并先见迦得的书上。
1Ch 29:30 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
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
的事、都写在这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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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一章
2Ch 1:1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

1:3*

坚固、耶和华他的 神与他同在、书 10:12
书 21:17
使他甚为尊大。
代上
21:29
2Ch 1:2 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
首领与族长都来。
*
2Ch 1:3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 的
邱坛去、因那里有 神的会幕、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
制造的。
2Ch 1:4 只是
神的约柜、大卫已
经从基列耶琳搬到他所预备的
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
支搭了帐幕．
2Ch 1:5 并且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
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
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
都就近坛前。
2Ch 1:6 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
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
祭。
2Ch 1:7 当夜
神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
以求．
2Ch 1:8 所罗门对
神说、你曾向
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
作王．
2Ch 1:9 耶和华
神阿、现在求你
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
你立我作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
上尘沙那样多．
2Ch 1:10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
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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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众多的民呢。
2Ch 1:11
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
你作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
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
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
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
民．
2Ch 1:12 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
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
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
必没有这样的。
2Ch 1:13 于是所罗门从基遍邱坛会
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
列人。
2Ch 1:14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
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
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
撒冷、就是王那里。
2Ch 1:15 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
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2Ch 1:16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
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
价买来的。
2Ch 1:17 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
辆价银六百舍客勒、马每匹一百
五十舍客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
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
他们手买来的。

第二章
2Ch 2:1 所罗门定意要为耶和华的

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
宫室。
2Ch 2:2 所罗门就挑选七万扛抬的、
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三千六百
督工的。
2Ch 2:3 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希
FOJC.NET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章

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
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
2Ch 2:4 我要为耶和华我
神的名
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 3:1*
创 22:2
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 代上
21:18
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
华我们 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
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
2Ch 2:5 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
因为我们的 神至大、超乎诸神．
2Ch 2:6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
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
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么．不
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
2Ch 2:7 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
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
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
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
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作工。
2Ch 2:8 又求你从利巴嫩运些香柏
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
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
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
的仆人同工．
2Ch 2:9 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
的木料．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
大出奇。
2Ch 2:10 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
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歌珥、
大麦二万歌珥、酒二万罢特、油
二万罢特。
2Ch 2:11 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
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
所以立你作他们的王。
2Ch 2:12 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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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
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
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
造宫室。
2Ch 2:13 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
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希兰所用
的、
2Ch 2:14 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
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
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
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
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
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作工。
2Ch 2:15 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
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
2Ch 2:16 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
利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浮
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
耶路撒冷。
2Ch 2:17 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点
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
人．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名．
2Ch 2:18 使七万人扛抬材料、八万
人在山上凿石头、三千六百人督
理工作。

第三章
2Ch 3:1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

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
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
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
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2Ch 3:2 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
初二日开工建造．
2Ch 3:3 所罗门建筑
神殿的根基、
乃是这样．长六十肘、宽二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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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2Ch 3:4 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
殿的宽窄一样、高一百二十肘． 3:14
太 27:51
里面贴上精金。
2Ch 3:5 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
蔽、又贴了精金、上面雕刻棕树
和链子．
2Ch 3:6 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
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音的
金子。
2Ch 3:7 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
门槛、墙壁、门扇．墙上雕刻基
路伯。
2Ch 3:8 又建造至圣所、长二十肘、
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二十肘．
贴上精金、共用金子六百他连得。
2Ch 3:9 金钉重五十舍客勒。楼房
都贴上金子。
2Ch 3:10 在至圣所按造像的法子造
两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
2Ch 3:11 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二
十肘．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
肘、挨着殿这边的墙．那一个翅
膀也长五肘、与那基路伯翅膀相
接．
2Ch 3:12 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
肘、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翅
膀也长五肘、与这基路伯的翅膀
相接．
2Ch 3:13 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
长二十肘、面向外殿而立。
2Ch 3:14 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
伯来。
2Ch 3:15 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
三十五肘、每柱顶高五肘。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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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3:16 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作

链子、安在柱顶上．又作一百石
榴、安在链子上．
2Ch 3:17 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
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
起名叫雅斤、左边的起名叫波阿
斯。

第四章
2Ch 4:1 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二

十肘、宽二十肘、高十肘。
2Ch 4:2 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
的、高五肘、径十肘、围三十肘。
2Ch 4:3 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
肘十瓜、共有两行．是铸海的时
候铸上的。〔野瓜原文作牛〕
2Ch 4:4 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
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
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向内。
2Ch 4:5 海厚一掌、边如杯边、又如
百合花．可容三千罢特．
2Ch 4:6 又制造十个盆、五个放在
右边、五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
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
祭司沐浴的。
2Ch 4:7 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十个
金灯台、放在殿里、五个在右边、
五个在左边。
2Ch 4:8 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
五张在右边、五张在左边。又造
一百个金碗．
2Ch 4:9 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
院门、用铜包裹门扇。
2Ch 4:10 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就
是南边。
2Ch 4:11 户兰又造了盆、铲、碗。这
样、他为所罗门王作完了 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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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4:12 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

5:10

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 申 10:5
顶的网子、
2Ch 4:13 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
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
如球的顶、
2Ch 4:14 盆座和其上的盆、
2Ch 4:15 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2Ch 4:16 盆、铲子、肉锸子、与耶和
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户
兰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王造成
的．
2Ch 4:17 是在约但平原、疏割和撒
利但中间、藉胶泥铸成的。
2Ch 4:18 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
铜的轻重、无法可查。
2Ch 4:19 所罗门又造
神殿里的金
坛、和陈设饼的桌子、
2Ch 4:20 并精金的灯台、和灯盏、
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
2Ch 4:21 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
蜡剪、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
2Ch 4:22 又用精金制造镊子、盘子、
调羹、火鼎．至于殿门、和至圣
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金
子妆饰的。

第五章
2Ch 5:1 所罗门作完了耶和华殿的

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
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 神
殿的府库里。
2Ch 5:2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
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
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
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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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上来。
2Ch 5:3 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
前、都聚集到王那里。
2Ch 5:4 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
人便抬起约柜．
2Ch 5:5 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
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
都带上来。
2Ch 5:6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
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
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
2Ch 5:7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
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
路伯的翅膀底下．
2Ch 5:8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
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
2Ch 5:9 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
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2Ch 5:10 约柜里惟有两块石版、就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
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
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2Ch 5:11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
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
2Ch 5:12 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
的利未人亚萨、希幔、耶杜顿和
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
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
弹琴、同着他们有一百二十个祭
司吹号．
2Ch 5:13 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
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
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
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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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殿有云充满、
2Ch 5:14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 神
的殿。

2Ch 6:11 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

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
幽暗之处: 列人所立的约
。
出 20:21
2Ch 6:12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
申 4:11
王上 8:12
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
诗 97:2
第六章
2Ch 6:13 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
6:18
2Ch 6:1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
太 12:6
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放在院
徒 17:24
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
2Ch 6:2 但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
会众跪下、向天举手、
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2Ch 6:14 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2Ch 6:3 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
阿、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
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
2Ch 6:4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
守约施慈爱．
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
2Ch 6:15 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
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
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
成就了．
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2Ch 6:5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
2Ch 6:16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阿、
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
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
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
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我名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作
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
我民以色列的君．
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
2Ch 6:6 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
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
2Ch 6:17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阿、
列’
求你成就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
2Ch 6:7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
的话。
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
2Ch 6:18
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
建殿。
上么．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
2Ch 6:8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
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
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
这殿呢。
甚好．
2Ch 6:19 惟求耶和华我的
神、垂
2Ch 6:9 只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
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
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2Ch 6:10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
2Ch 6:20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
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坐以
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
色列的国位、是照耶和华所说的、
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又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建
2Ch 6:21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
造了殿．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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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
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2Ch 6:22 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
6:30
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 创 8:21
耶 17:9
起誓．
6:36
2Ch 6:23 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 罗 3:23
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
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
照他的义赏赐他。
2Ch 6:24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
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
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
2Ch 6:25 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
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
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
2Ch 6:26 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
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
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
他们的罪．
2Ch 6:27 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
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
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
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2Ch 6:28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
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
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
灾祸疾病．
2Ch 6:29 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
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
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
么、
2Ch 6:30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
人所行的待他们．（惟有你知道
世人的心）
2Ch 6:31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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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
的道。
2Ch 6:32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
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
向这殿祷告．
2Ch 6:33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
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
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
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
下的。
2Ch 6:34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
论往何处去、与仇敌争战、向你
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
的殿祷告．
2Ch 6:35 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
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2Ch 6:36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
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
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
近之地．
2Ch 6:37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
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
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
了．
2Ch 6:38 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
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
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
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
祷告．
2Ch 6:39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
赦免他们的过犯。
2Ch 6:40 我的
神阿、现在求你睁
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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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Ch 6:41 耶和华

神阿、求你起来、 7:1
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 创 15:17
利 9:24
所．耶和华 神阿、愿你的祭司 士 6:21
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
2Ch 6:42 耶和华
神阿、求你不要
厌弃你的受膏者．要记念向你仆
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第七章
2Ch 7:1 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

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
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2Ch 7:2 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
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
2Ch 7:3 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
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
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
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2Ch 7:4 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
祭．
2Ch 7:5 所罗门王用牛二万二千、
羊十二万献祭。这样、王和众民
为 神的殿行奉献之礼。
2Ch 7:6 祭司侍立、各供其职．利未
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
卫王造出来、藉利未人颂赞耶和
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
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
站立。
2Ch 7:7 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
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
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
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
油。
2Ch 7:8 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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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
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
会、守节七日。
2Ch 7:9 第八日设立严肃会．行奉
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
2Ch 7:10 七月二十三日、王遣散众
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
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
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2Ch 7:11 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
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
中所要作的、都顺顺利利地作成
了。
2Ch 7:12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
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
2Ch 7:13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
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
流行在我民中．
2Ch 7:14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
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
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2Ch 7:15 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
此处所献的祷告。
2Ch 7:16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
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
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2Ch 7:17 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
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
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2Ch 7:18 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
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作以色列的
王。
2Ch 7:19 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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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事奉敬拜别
神．
2Ch 7:20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
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
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
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笑谈、
被讥诮。
2Ch 7:21 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
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
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2Ch 7:22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
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 神、去
亲近别神、敬拜事奉他．所以耶
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8:13
利 23:34
申 16:13
申 16:16
申 31:10
拉 3:4
尼 8:14
亚 14:16
约 7:2

第八章
2Ch 8:1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

宫、二十年才完毕了．
2Ch 8:2 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希兰
送给他的那些城邑、使以色列人
住在那里。
2Ch 8:3 所罗门往哈马琐巴去、攻
取了那地方。
2Ch 8:4 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
又建造哈马所有的积货城。
2Ch 8:5 又建造上伯和仑下伯和仑、
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闩．
2Ch 8:6 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积货
城、并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
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
国中所愿意建造的。
2Ch 8:7 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
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2Ch 8:8 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
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作服苦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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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奴仆、直到今日。
2Ch 8:9 惟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
使他们当奴仆作工、乃是作他的
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
兵长．
2Ch 8:10 所罗门王有二百五十督工
的、监管工人。
2Ch 8:11 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
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
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
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
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
2Ch 8:12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
就是在廊子前他所筑的坛上、与
耶和华献燔祭、
2Ch 8:13 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
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
酵节、七七节、住棚节、献每日
所当献的祭。
2Ch 8:14 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
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
各供己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
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作每日
所当作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
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
吩咐的．
2Ch 8:15 王所吩咐众祭司和利未人
的、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的事、
他们都不违背。
2Ch 8:16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
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
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
毕。
2Ch 8:17 那时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
的以旬迦别和以禄去。
2Ch 8:18 希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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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
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
到了俄斐、得了四百五十他连得
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2Ch 9:9 于是示巴女王将一百二十

第九章
2Ch 9: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

9:13*

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 启 13:18
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
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
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
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
2Ch 9:2 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
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
2Ch 9:3 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
和他所建造的宫室、
2Ch 9:4 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
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
们的衣服装饰、酒政和酒政的衣
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
阶、就诧异得神不守舍．
2Ch 9:5 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
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
在是真的．
2Ch 9:6 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
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
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
的实迹、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
2Ch 9:7 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
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
有福的。
2Ch 9:8 耶和华你的
神是应当称
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他的国
位、为耶和华你的 神作王、因
为你的 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
坚立他们、所以立你作他们的王、
使你秉公行义。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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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
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
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
2Ch 9:10 希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
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
了檀香木〔或作乌木下同〕和宝石
来．
2Ch 9:11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
王宫作台、又为歌唱的人作琴瑟．
犹大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2Ch 9:12 所罗门王按示巴女王所带
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
要所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
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2Ch 9:13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得．
2Ch 9:14 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
并且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
都带金银给所罗门。
2Ch 9:15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
打成挡牌二百面、每面用金子六
百舍客勒．
2Ch 9:16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
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百舍客
勒．都放在利巴嫩林宫里。
2Ch 9:17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
用精金包裹．
2Ch 9:18 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
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
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2Ch 9:19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
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作
的。
2Ch 9:20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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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
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
算不了什么．
2Ch 9:21 因为王的船只与希兰的仆
人一同往他施去．他施船只三年
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
雀回来。
2Ch 9:22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
过天下的列王．
2Ch 9:23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
要听 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2Ch 9:24 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
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
每年有一定之例。
2Ch 9:25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棚、
有马兵一万二千、安置在屯车的
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
2Ch 9:26 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
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2Ch 9:27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
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2Ch 9:28 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
门赶马群来。
2Ch 9:29 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
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
和示罗人亚希雅的预言书上、并
先见易多论尼八儿子耶罗波安
的默示书上么。
2Ch 9:30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
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
2Ch 9:31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波安
接续他作王。

2Ch 10:2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

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
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
来．
2Ch 10:3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
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
对他说、
2Ch 10:4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作苦
工．现在求你使我们作的苦工负
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事奉你．
2Ch 10:5 罗波安对他们说、第三日
再来见我罢．民就去了。
2Ch 10:6 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
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
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覆这
民．
2Ch 10:7 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
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覆
他们、他们就永远作王的仆人。
2Ch 10:8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
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
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
2Ch 10:9 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
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
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
好回覆他们．
2Ch 10:10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
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
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
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
亲的腰还粗．
2Ch 10:11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
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
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
打你们。

第十章
2Ch 10:1 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

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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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10:12 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

己。

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
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
了。
2Ch 10:13 罗波安王用严厉的话回
10:15
覆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王上
11:31
2Ch 10:14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
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
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
责打你们。
2Ch 10:15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
出于 神、为要应验耶和华藉示
罗人亚希雅对尼八儿子耶罗波
安所说的话。
2Ch 10:16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
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
什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
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
去罢．大卫家阿、自己顾自己罢．
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
去了。
2Ch 10:17 惟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
色列人、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
2Ch 10:18 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
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
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
冷去了。
2Ch 10:19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
家、直到今日。

2Ch 11:2 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

第十一章
2Ch 11:1 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

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十八
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
色列人争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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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说、
2Ch 11:3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
大王罗波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
以色列众人、说、
2Ch 11:4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
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争战．各归
各家去罢．因为这事出于我。众
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
与耶罗波安争战。
2Ch 11:5 罗波安住在耶路撒冷、在
犹大地修筑城邑。
2Ch 11:6 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
提哥亚、
2Ch 11:7 伯夙、梭哥、亚杜兰、
2Ch 11:8 迦特、玛利沙、西弗、
2Ch 11:9 亚多莱音、拉吉、亚西加、
2Ch 11:10 琐拉、亚雅仑、希伯仑．这
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
2Ch 11:11 罗波安又坚固各处的保
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
粮食、油、酒。
2Ch 11:12 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
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
雅悯都归了他。
2Ch 11:13 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
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
2Ch 11:14 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
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
是因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
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事奉
耶和华。
2Ch 11:15 耶罗波安为邱坛、为鬼魔、
〔原文作公山羊〕为自己所铸造的
牛犊、设立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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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11:16 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

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
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
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2Ch 11:17 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强盛三年、
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
门的道。
2Ch 11:18 罗波安娶大卫儿子耶利
摩的女儿玛哈拉为妻、又娶耶西
儿子以利押的女儿亚比孩为妻。
2Ch 11:19 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
耶乌施、示玛利雅、撒罕。
2Ch 11:20 后来又娶押沙龙的女儿
玛迦．〔十三章二节作乌列的女儿米
该雅〕从他生了亚比雅、亚太、细
撒、示罗密。
2Ch 11:21 罗波安娶十八个妻、立六
十个妾、生二十八个儿子、六十
个女儿．他却爱押沙龙的女儿玛
迦、比爱别的妻妾更甚。
2Ch 11:22 罗波安立玛迦的儿子亚
比雅作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
因为想要立他接续作王。
2Ch 11:23 罗波安办事精明、使他众
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
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
为他们多寻妻子。

12:5
士 3:8

第十二章
2Ch 12:1 罗波安的国坚立、他强盛

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
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
2Ch 12:2 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
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
和民得罪了耶和华。
2Ch 12:3 示撒带战车一千二百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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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六万、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
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
得不可胜数。
2Ch 12:4 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
就来到耶路撒冷。
2Ch 12:5 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
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
示玛雅去见罗波安、和众首领、
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
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
撒手里。
2Ch 12:6 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
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
2Ch 12:7 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
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
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
们略得拯救、我不藉着示撒的手、
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
2Ch 12:8 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
好叫他们知道服事我、与服事外
邦人有何分别。
2Ch 12:9 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
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
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
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2Ch 12:10 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
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
卫长看守。
2Ch 12:11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
卫兵就拿这盾牌、随后仍将盾牌
送回、放在护卫房。
2Ch 12:12 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
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
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益的事。
2Ch 12:13 罗波安王自强、在耶路撒
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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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
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
的城、作王十七年．罗波安的母
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
2Ch 12:14 罗波安行恶、因他不立定
心意寻求耶和华。
2Ch 12:15 罗波安所行的事、自始至
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
见易多的史记上么．罗波安与耶
罗波安时常争战。
2Ch 12:16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雅接续
他作王。

13:5
利 2:13
民 18:19

13:14*
罗 10:13

第十三章
2Ch 13:1 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

雅登基、作犹大王。
2Ch 13:2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
母亲名叫米该亚、〔米该亚又作玛
迦〕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
比雅常与耶罗波安争战。
2Ch 13:3 有一次亚比雅率领挑选的
兵四十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八
十万、对亚比雅摆阵。
2Ch 13:4 亚比雅站在以法莲山地中
的洗玛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
以色列众人哪、要听我说、
2Ch 13: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曾立
盐约、〔盐即是不废坏的意思〕将
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
子孙、你们不知道么。
2Ch 13:6 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
仆、尼八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
叛他的主人。
2Ch 13:7 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
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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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
挡他们。
2Ch 13:8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
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
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
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
2Ch 13:9 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
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么．不
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
祭司么．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
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作虚无之神的祭司。
2Ch 13:10 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
的 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
们有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
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
2Ch 13:11 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
祭、烧美香、又在精金的桌子上
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
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
我们 神的命．惟有你们离弃了
他。
2Ch 13:12 率领我们的是
神、我们
这里也有 神的祭司、拿号向你
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哪、不要
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 神争战．
因你们必不能亨通。
2Ch 13:13 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
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
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
后头。
2Ch 13:14 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
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
也吹号。
2Ch 13:15 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
呐喊的时候、 神就使耶罗波安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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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雅与犹
大人面前。
2Ch 13:16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
14:11
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 来 11:34
里．
2Ch 13:17 亚比雅和他的军兵大大
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仆倒死
亡的精兵有五十万。
2Ch 13:18 那时、以色列人被制伏了、
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
们列祖的 神。
2Ch 13:19 亚比雅追赶耶罗波安、攻
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
属伯特利的镇市、耶沙拿和属耶
沙拿的镇市、以法拉音〔或作以
弗伦〕和属以法拉音的镇市。
2Ch 13:20 亚比雅在世的时候、耶罗
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2Ch 13:21 亚比雅却渐渐强盛、娶妻
妾十四个、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2Ch 13:22 亚比雅其余的事、和他的
言行、都写在先知易多的传上。

第十四章
2Ch 14:1 亚比雅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
作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十年。
2Ch 14:2 亚撒行耶和华他
神眼中
看为善为正的事．
2Ch 14:3 除掉外邦神的坛、和邱坛、
打碎柱像、砍下木偶、
2Ch 14:4 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
们列祖的 神、遵行他的律法、
诫命．
2Ch 14:5 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邱坛、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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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
2Ch 14:6 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
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
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
2Ch 14:7 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
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
安门、作闩．地还属我们、是因
寻求耶和华我们的 神．我们既
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
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
2Ch 14:8 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拿
盾牌拿枪的三十万人．出自便雅
悯拿盾牌拉弓的二十八万人．这
都是大能的勇士。
2Ch 14:9 有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一
百万、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
大人、到了玛利沙。
2Ch 14:10 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
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
2Ch 14:11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
神、说、耶和华阿、惟有你能帮
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
我们的 神阿、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
击这大军。耶和华阿、你是我们
的 神、不要容人胜过你。
2Ch 14:12 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
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
逃跑了。
2Ch 14:13 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
赶他们、直到基拉耳．古实人被
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
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
就夺了许多财物。
2Ch 14:14 又打破基拉耳四围的城
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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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
空、因其中的财物甚多。
2Ch 14:15 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
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
去了。

第十五章

15:15
申 4:29
代上 28:9
耶 29:13
结 34:11
太 7:7
路 11:9

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
亚撒利雅．
2Ch 15:2 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
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哪、要听
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
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
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
离弃你们。
2Ch 15:3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
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
好久了．
2Ch 15:4 但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归向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寻求他、
他就被他们寻见。
2Ch 15:5 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
2Ch 15:6 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
那城、互相破坏．因为 神用各
样灾难扰乱他们。
2Ch 15:7 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
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
2Ch 15:8 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德儿
子先知亚撒利雅的预言、就壮起
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
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
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
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2Ch 15:9 又招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
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玛
拿西人、西缅人．有许多以色列
2Ch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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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
神与他同在。
2Ch 15:10 亚撒十五年三月、他们都
聚集在耶路撒冷。
2Ch 15:11 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掳物
中、将牛七百只、羊七千只、献
给耶和华。
2Ch 15:12 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
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2Ch 15:13 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治
死。
2Ch 15:14 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
角、向耶和华起誓。
2Ch 15:15 犹大众人为所起的誓欢
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
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赐他们四境平安。
2Ch 15:16 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迦
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
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捣
得粉碎、烧在汲沦溪边。
2Ch 15:17 只是邱坛还没有从以色
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
实a。
2Ch 15:18 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
皿、都奉到 神的殿里。
2Ch 15:19 从这时直到亚撒三十五
年、都没有争战的事。

第十六章
2Ch 16:1 亚撒三十六年、以色列王

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
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2Ch 16:2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
a 2Ch 15:17诚实 <l@v* 原文作完全或作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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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
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
2Ch 16:3 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
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
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
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
2Ch 16:4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
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玛音、
和拿弗他利一切的积货城。
2Ch 16:5 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
拉玛了。
2Ch 16:6 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
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
头、都运去、用以修筑迦巴和米
斯巴。
2Ch 16:7 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
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
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 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
手。
2Ch 16:8 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
甚大么、战车马兵不是极多么．
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
交在你手里。
2Ch 16:9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
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
必有争战的事。
2Ch 16:10 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
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
人民。
2Ch 16:11 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
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2Ch 16:12 亚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脚
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
His Faith

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2Ch 16:13 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与
他列祖同睡、
2Ch 16:14 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
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
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作香的作
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
的物件。

第十七章
2Ch 17:1 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

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
2Ch 17:2 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
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
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
2Ch 17:3 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
为他行他祖大卫初行的道、不寻
求巴力、
2Ch 17:4 只寻求他父亲的
神遵行
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
为。
2Ch 17:5 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
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
尊荣资财。
2Ch 17:6 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
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邱坛、和木
偶。
2Ch 17:7 他作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
便亥伊勒、俄巴底、撒迦利雅、
拿坦业、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
教训百姓。
2Ch 17:8 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
雅、尼探雅、西巴第雅、亚撒黑、
示米拉末、约拿单、亚多尼雅、
多比雅、驼巴多尼雅．又有祭司
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
2Ch 17:9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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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
2Ch 17:10 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
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争
战。
2Ch 17:11 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
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
他公绵羊七千七百只、公山羊七
千七百只。
2Ch 17:12 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
建造营寨、和积货城。
2Ch 17:13 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
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
是大能的勇士。
2Ch 17:14 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
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押拿为
首、率领大能的勇士三十万．
2Ch 17:15 其次是千夫长约哈难、率
领大能的勇士二十八万．
2Ch 17:16 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
玛斯雅．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
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万．
2Ch 17:17 便雅悯族、是大能的勇士
以利雅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
二十万．
2Ch 17:18 其次是约萨拔、率领预备
打仗的十八万。
2Ch 17:19 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
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
在其内。

2Ch 18:3 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

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
拉末么。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
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
你同去争战。
2Ch 18:4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
你先求问耶和华。
2Ch 18:5 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四
百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
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
可以上去．因为 神必将那城交
在王的手里。
2Ch 18:6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
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
么。
2Ch 18:7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
有一个人、是音拉的儿子米该雅、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
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
言、不说吉语、常说凶言。约沙
法说、王不必这样说。
2Ch 18:8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
来、说、你快去将音拉的儿子米
该雅召来。
2Ch 18:9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
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
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2Ch 18:10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
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
他们灭尽。
2Ch 18:11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
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
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
交在王的手中。

第十八章
2Ch 18:1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

与亚哈结亲。
2Ch 18:2 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
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
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
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末。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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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罢。

米该雅说、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
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
样的话、也说吉言。
2Ch 18:13 米该雅说、我指着永生的
18:31
耶和华起誓、我的 神说什么、 王上
22:32
诗 56:9
我就说什么。
2Ch 18:14 米该雅到王面前、王问他
说、米该雅阿、我们上去攻取基
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
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
你们手里。
2Ch 18:15 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
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
话呢。
2Ch 18:16 米该雅说、我看见以色列
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
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
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
各家去。
2Ch 18:17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
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
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么。
2Ch 18:18 米该雅说、你们要听耶和
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
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
2Ch 18:19 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
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末去阵亡
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
说。
2Ch 18:20 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
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
2Ch 18:21 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
知口中作谎言的灵。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

2Ch 18:22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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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
华已经命定降祸与你。
2Ch 18:23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
来打米该雅的脸、说、耶和华的
灵从那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
2Ch 18:24 米该雅说、你进严密的屋
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
2Ch 18:25 以色列王说、将米该雅带
回、交给邑宰亚们、和王的儿子
约阿施、说、
2Ch 18:26 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
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2Ch 18:27 米该雅说、你若能平安回
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藉我说这
话了．又说、众民哪、你们都要
听。
2Ch 18:28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
法、上基列的拉末去了。
2Ch 18:29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
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
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
去了。
2Ch 18:30 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
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
们都不可与他们争战、只要与以
色列王争战。
2Ch 18:31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
争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
帮助他． 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
2Ch 18:32 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去不追他了。
2Ch 18:33 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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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a办事。
2Ch 19:10 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
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
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
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
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忿
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
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
2Ch 19:11 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
司亚玛利雅管理你们．凡属王的
事、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
的儿子西巴第雅管理你们．在你
们面前有利未人作官长．你们应
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
在。

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
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罢。
2Ch 18:34 那日阵势越战越猛．以色
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
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
就死了。

第十九章
2Ch 19:1 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

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
2Ch 19:2 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
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
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
人呢．因此耶和华的忿怒临到你。
2Ch 19:3 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
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
神。
2Ch 19:4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
后又出巡民间、从别是巴直到以
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
们列祖的 神。
2Ch 19:5 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
城里、设立审判官、
2Ch 19:6 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
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
必与你们同在。
2Ch 19:7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
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
贿赂。
2Ch 19:8 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
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在耶路
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
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2Ch 19:9 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2Ch 20:1 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

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
法。
2Ch 20:2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
海外亚兰〔亚兰又作以东〕那边有
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洗
逊他玛、就是隐基底。
2Ch 20:3 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
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
2Ch 20:4 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
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
求耶和华。
2Ch 20:5 约沙法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
2Ch 20:6 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
神阿、你不是天上的 神么．你
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么。在你手
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
a 2Ch 19:9 忠心诚实 .<l@v* bb*l@b=W hn`Wma$B# 原文
作存完全的心信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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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20:7 我们的

神阿、你不是曾
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
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
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么。
2Ch 20:8 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
20:21*
书 6:13
名建造圣所、说、
2Ch 20:9 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
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
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
这殿里。
2Ch 20:10 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
扪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以
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
2Ch 20:11 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
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
2Ch 20:12 我们的
神阿、你不惩罚
他们么．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
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
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2Ch 20:13 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
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2Ch 20:14 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
临到利未人亚萨的后裔玛探雅
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
子撒迦利雅的儿子雅哈悉．
2Ch 20:15 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
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
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
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
不在乎你们、乃在乎 神。
2Ch 20:16 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
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
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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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20:17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哪、这

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
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
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2Ch 20:18 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
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
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
2Ch 20:19 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
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
和华以色列的 神。
2Ch 20:20 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
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
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
的居民哪、要听我说、信耶和华
你们的 神、就必立稳．信他的
先知就必亨通。
2Ch 20:21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
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
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
*
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2Ch 20:22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
犹大人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
珥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
2Ch 20:23 因为亚扪人和摩押人起
来、击杀住西珥山的人、将他们
灭尽．灭尽住西珥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
2Ch 20:24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
有一个逃脱的。
2Ch 20:25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
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
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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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直
收取了三日。
2Ch 20:26 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
迦〔就是称颂的意思〕谷、在那里
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
拉迦谷、直到今日。
2Ch 20:27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
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
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
2Ch 20:28 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
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
2Ch 20:29 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
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
2Ch 20:30 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
太平．因为 神赐他四境平安。
2Ch 20:31 约沙法作犹大王．登基的
时候年三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
王二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示利希的女儿。
2Ch 20:32 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所
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2Ch 20:33 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
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
祖的 神。
2Ch 20:34 约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
终、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
书上、也载入以色列诸王记上。
2Ch 20:35 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
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
太甚。
2Ch 20:36 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
去．遂在以旬迦别造船。
2Ch 20:37 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
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十一章

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
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
破坏、不能往他施去了。

第二十一章
2Ch 21:1 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
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2Ch 21:2 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
沙法的儿子亚撒利雅、耶歇、撒
迦利雅、亚撒利雅、米迦勒、示
法提雅．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
的儿子。
2Ch 21:3 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
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
他们．但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
是长子。
2Ch 21:4 约兰兴起坐他父的位、奋
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
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2Ch 21:5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
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
2Ch 21:6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
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
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
2Ch 21:7 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
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
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
他的子孙。
2Ch 21:8 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
2Ch 21:9 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
的战车、夜间起来、攻击围困他
的以东人、和车兵长。
2Ch 21:10 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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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拿人也背叛了、因为约兰离弃
耶和华他列祖的 神。
2Ch 21:11 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邱
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诱惑犹大人。
2Ch 21:12 先知以利亚达信与约兰、
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 神如此
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
犹大王亚撒的道、
2Ch 21:13 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
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
家比你好的诸兄弟．
2Ch 21:14 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与你
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
你一切所有的。
2Ch 21:15 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
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
2Ch 21:16 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
人、和靠近古实的亚拉伯人、来
攻击约兰。
2Ch 21:17 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
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
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
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
有留下一个儿子。
2Ch 21:18 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
兰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
2Ch 21:19 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
二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
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
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
2Ch 21:20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
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
去世无人思慕．众人葬他在大卫
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
His Faith

第二十二章
2Ch 22:1 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

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因为
跟随亚拉伯人来攻营的军兵曾
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这样、犹
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作了王。
2Ch 22:2 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四十
二岁．〔列王下八章二十六节作二十
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
母亲名叫亚他利雅、是暗利的孙
女。
2Ch 22:3 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
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
2Ch 22:4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
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
败坏。
2Ch 22:5 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
列的拉末去、与亚兰王哈薛争战．
亚兰人打伤了约兰。
2Ch 22:6 约兰回到耶斯列、医治在
拉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
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撒利雅、
〔即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
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
2Ch 22:7 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
这是出乎 神．因为他到了、就
同约兰出去攻击宁示的孙子耶
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膏、使他
剪除亚哈家的。
2Ch 22:8 耶户讨亚哈家罪的时候、
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
众侄子服事亚哈谢、就把他们都
杀了。
2Ch 22:9 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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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
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葬埋．
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
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这样、亚哈
谢的家无力保守国权。
2Ch 22:10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
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
王室。
2Ch 22:11 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
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
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
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王
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
何耶大的妻．他收藏约阿施、躲
避亚他利雅、免得被杀。
2Ch 22:12 约阿施和他们一同藏在
神殿里六年．亚他利雅篡了国位。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2Ch 23:6 除了祭司、和供职的利未
人之外、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
惟独他们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圣
洁．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
的。
2Ch 23:7 利未人要手中各拿兵器、
四围护卫王．凡擅入殿宇的、必
当治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
跟随他。
2Ch 23:8 利未人、和犹大众人、都
照着祭司耶何耶大一切所吩咐
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
班的人来．因为祭司耶何耶大不
许他们下班。
2Ch 23:9 祭司耶何耶大便将
神殿
里所藏大卫王的枪、盾牌、挡牌、
交给百夫长．
2Ch 23:10 又分派众民手中各拿兵
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
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
2Ch 23:11 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
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
作王．耶何耶大和众子膏他．众
人说、愿王万岁。
2Ch 23:12 亚他利雅听见民奔走、赞
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
和华的殿．
2Ch 23:13 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
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
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
的、用各样的乐器、领人歌唱赞
美、亚他利雅就撕裂衣服、喊叫
说、反了、反了。
2Ch 23:14 祭司耶何耶大带管辖军
兵的百夫长出来、吩咐他们说、

第二十三章
2Ch 23:1 第七年耶何耶大奋勇自强、

将百夫长耶罗罕的儿子亚撒利
雅、约哈难的儿子以实玛利、俄
备得的儿子亚撒利雅、亚大雅的
儿子玛西雅、细基利的儿子以利
沙法召来、与他们立约。
2Ch 23:2 他们走遍犹大、从犹大各
城里招聚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
族长、到耶路撒冷来。
2Ch 23:3 会众在
神殿里与王立约。
耶何耶大对他们说、看哪、王的
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
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
2Ch 23:4 又说、你们当这样行．祭
司和利未人、凡安息日进班的三
分之一、要把守各门．
2Ch 23:5 三分之一、要在王宫、三
分之一、要在基址门．众百姓要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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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赶到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
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
和华殿里杀他。
2Ch 23:15 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
走到王宫的马门、便在那里把他
杀了。
2Ch 23:16 耶何耶大、与众民、和王
立约、都要作耶和华的民。
2Ch 23:17 于是众民都到巴力庙、拆
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
将巴力的祭司玛坦杀了。
2Ch 23:18 耶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
华的殿、是在祭司利未人手下．
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
和华殿中、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给耶和华献燔祭、又按大卫所定
的例、欢乐歌唱．
2Ch 23:19 且设立守门的把守耶和
华殿的各门、无论为何事、不洁
净的人都不准进去。
2Ch 23:20 又率领百夫长、和贵胄、
与民间的官长、并国中的众民、
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上门进
入王宫、立王坐在国位上。
2Ch 23:21 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
众人已将亚他利雅用刀杀了。

和华的殿、
2Ch 24:5 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
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
年可以修理你们 神的殿．你们
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
急速办理。
2Ch 24:6 王召了大祭司耶何耶大来、
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
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
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
作殿的费用呢。
2Ch 24:7 因为那恶妇亚他利雅的众
子曾拆毁 神的殿．又用耶和华
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力。
2Ch 24:8 于是王下令、众人作了一
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2Ch 24:9 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百姓、要将 神仆人摩西、在旷
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
和华送来。
2Ch 24:10 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
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
到捐完。
2Ch 24:11 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
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
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
空、仍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
积蓄的银子甚多。
2Ch 24:12 王与耶何耶大将银子交
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
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
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
和华的殿。
2Ch 24:13 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

第二十四章
2Ch 24:1 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七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
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
2Ch 24:2 祭司耶何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事。
2Ch 24:3 耶何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
并且生儿养女。
2Ch 24:4 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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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
甚是坚固。
2Ch 24:14 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
24:17-18
的银子、拿到王与耶何耶大面前、启 3:9
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 24:21
太 23:35
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
耶何耶大在世的时侯、众人常在 25:4
申 24:16
王下 14:6
耶和华殿里献燔祭。
2Ch 24:15 耶何耶大年纪老迈、日子
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一百三
十岁．
2Ch 24:16 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
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
又事奉 神、修理 神的殿。
2Ch 24:17 耶何耶大死后、犹大的众
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
2Ch 24:18 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
祖 神的殿、去事奉亚舍拉和偶
像．因他们这罪、就有忿怒临到
犹大和耶路撒冷。
2Ch 24:19 但
神仍遣先知到他们
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
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
2Ch 24:20 那时
神的灵感动祭司
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
站在上面对民说、 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
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
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2Ch 24:21 众民同心谋害撒迦利亚、
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
内、用石头打死他。
2Ch 24:22 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
迦利亚的父亲耶何耶大向自己
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
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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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察伸冤。
2Ch 24:23 满了一年、亚兰的军兵上
来攻击约阿施、来到犹大和耶路
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
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
2Ch 24:24 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
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
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
华他们列祖的 神．所以藉亚兰
人惩罚约阿施。
2Ch 24:25 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
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
报祭司耶何耶大儿子流血之仇、
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
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
2Ch 24:26 背叛他的是亚扪妇人示
米押的儿子撒拔、和摩押妇人示
米利的儿子约萨拔。
2Ch 24:27 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
的警戒、并他重修 神殿的事、
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儿子亚玛
谢接续他作王。

第二十五章
2Ch 25:1 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
年．他母亲名叫约耶但、是耶路
撒冷人。
2Ch 25:2 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
2Ch 25:3 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
的臣仆杀了、
2Ch 25:4 却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
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
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罪
而死。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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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
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二
十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
打仗的精兵、共有三十万。
2Ch 25:6 又用银子一百他连得、从
25:7
以色列招募了十万大能的勇士。 诗 78:9
诗 78:67
2Ch 25:7 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 诗 78:68
对他说、王阿、不要使以色列的 25:16
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 撒上 2:25
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
2Ch 25:8 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争
战罢．但 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
前、因为 神能助人得胜、也能
使人倾败。
2Ch 25:9 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
以色列军的那一百他连得银子
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
能把更多的赐给你。
2Ch 25:10 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
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
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
气忿忿地回家去了。
2Ch 25:11 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
的民到盐谷、杀了西珥人一万。
2Ch 25:12 犹大人又生擒了一万带
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
以致他们都摔碎了。
2Ch 25:13 但亚玛谢所打发回去、不
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攻打犹
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仑、
杀了三千人、抢了许多财物。
2Ch 25:14 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
就把西珥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
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
2Ch 25:15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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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
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
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
2Ch 25:16 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
对他说、谁立你作王的谋士呢．
你住口罢、为何找打呢．先知就
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
我的劝戒、我知道 神定意要灭
你。
2Ch 25:17 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
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
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2Ch 25:18 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
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
的蒺藜、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
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
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
经过、把蒺藜践踏了。
2Ch 25:19 你说、看哪、我打败了以
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矜夸．
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
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
2Ch 25:20 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
出乎 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
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
2Ch 25:21 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
来、在犹大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
玛谢相见于战场。
2Ch 25:22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
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2Ch 25:23 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示
麦擒住约哈斯〔就是亚哈谢〕的
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
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
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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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角门、共四百肘。
2Ch 25:24 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
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
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
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2Ch 25:25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
子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
2Ch 25:26 亚玛谢其余的事、自始至
终、不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
记上么。
2Ch 25:27 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
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
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
拉吉、将他杀了。
2Ch 25:28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
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
地里。

2Ch 26:6 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

毁了迦特城、雅比尼城、和亚实
突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实突
境内、又建筑了些城。
2Ch 26:7
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
和住在姑珥巴力的亚拉伯人、并
米乌尼人。
2Ch 26:8 亚扪人给乌西雅进贡．他
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
2Ch 26:9 乌西雅在耶路撒冷的角门
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
城楼、且甚坚固。
2Ch 26:10 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
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
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佳美之地、
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
他喜悦农事。
2Ch 26:11 乌西雅又有军兵、照书记
耶利和官长玛西雅所数点的、在
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雅手下、分
队出战。
2Ch 26:12 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共
有二千六百人、
2Ch 26:13 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三
十万七千五百人、都有大能、善
于争战、帮助王攻击仇敌。
2Ch 26:14 乌西雅为全军预备盾牌、
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
2Ch 26:15 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作
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
射箭发石．乌西雅的名声传到远
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
是强盛。
2Ch 26:16 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
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
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

第二十六章
2Ch 26:1 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

乌西雅〔又名亚撒利雅〕接续他父
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
2Ch 26:2 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
乌西雅收回以禄仍归犹大、又重
新修理。
2Ch 26:3 乌西雅登基的时候、年十
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
他母亲名叫耶可利雅、是耶路撒
冷人。
2Ch 26:4 乌西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
行的。
2Ch 26:5 通晓
神默示撒迦利亚在
世的时候、乌西雅定意寻求 神、
他寻求、耶和华、 神就使他亨
通。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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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

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
还行邪僻的事。
2Ch 27:3 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
2Ch 27:4 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
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
2Ch 27:5 约坦与亚扪人的王打仗胜
了他们．当年他们进贡银一百他
连得、小麦一万歌珥、大麦一万
歌珥、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
样。
2Ch 27:6 约坦在耶和华他
神面前
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
2Ch 27:7 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争
战、并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
和犹大列王记上。
2Ch 27:8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
2Ch 27:9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
大卫城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
作王。

2Ch 26:17 祭司亚撒利雅率领耶和

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
去。
2Ch 26:18 他们就阻挡乌西雅王、对
他说、乌西雅阿、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
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罢、因
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
神必不使你得荣耀。
2Ch 26:19 乌西雅就发怒、手拿香炉
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
前、额上忽然发出大痲疯。
2Ch 26:20 大祭司亚撒利雅和众祭
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痲疯、
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
因为耶和华降灾与他。
2Ch 26:21 乌西雅王长大痲疯直到
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
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
家事、治理国民。
2Ch 26:22 乌西雅其余的事、自始至
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
亚所记的。
2Ch 26:23 乌西雅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
因为人说、他是长大痲疯的．他
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

第二十八章
2Ch 28:1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
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正的事、
2Ch 28:2 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
铸造巴力的像．
2Ch 28:3 并且在欣嫩子谷烧香、用
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
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
可憎的事．
2Ch 28:4 并在邱坛上、山冈上、各
青翠树下献祭烧香。
2Ch 28:5 所以耶和华他的
神将他
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

第二十七章
2Ch 27:1 约坦登基的时候、年二十

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沙、是撒督的女
儿。
2Ch 27:2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的事、效法他父乌西雅一切所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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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
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
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
2Ch 28:6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
杀了犹大人十二万、都是勇士、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
祖的 神。
2Ch 28:7 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
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
雅、和管理王宫的押斯利甘、并
宰相以利加拿。
2Ch 28:8 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
连妇人带儿女共有二十万．又掠
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
了。
2Ch 28:9 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
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
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 神恼怒犹
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
2Ch 28:10 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
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们的奴
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
们 神的事么。
2Ch 28:11 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
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
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
2Ch 28:12 于是以法莲人的几个族
长、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撒利雅、
米实利末的儿子比利家、沙龙的
儿子耶希西家、哈得莱的儿子亚
玛撒、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
2Ch 28:13 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进
这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
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二十八章

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
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
2Ch 28:14 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
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
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
2Ch 28:15 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
起、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
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
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
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
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
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
撒玛利亚去了。
2Ch 28:16 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
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
2Ch 28:17 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
大、掳掠子民。
2Ch 28:18 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
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伯示麦、
亚雅仑、基低罗、梭哥、和属梭
哥的乡村．亭纳和属亭纳的乡村．
瑾锁和属瑾锁的乡村、就住在那
里。
2Ch 28:19 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
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
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
2Ch 28:20 亚述王提革拉毗尼色上
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
2Ch 28:21 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
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
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
2Ch 28:22 这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
候、越发得罪耶和华。
2Ch 28:23 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
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
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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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
败亡了。
2Ch 28:24 亚哈斯将
神殿里的器
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
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
拐角建筑祭坛。
2Ch 28:25 又在犹大各城建立邱坛、
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
神的怒气。
2Ch 28:26 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
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
色列诸王记上。
2Ch 28:27 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
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希西家
接续他作王。

在圣所中向以色列 神烧香、或
献燔祭。
2Ch 29:8 因此、耶和华的忿怒临到
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
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
你们亲眼所见的。
2Ch 29:9 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
2Ch 29:10 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
华以色列的 神立约、好使他的
烈怒转离我们。
2Ch 29:11 我的众子阿、现在不要懈
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
面前事奉他、与他烧香。
2Ch 29:12 于是利未人哥辖的子孙
亚玛赛的儿子玛哈、亚撒利雅的
儿子约珥、米拉利的子孙亚伯底
的儿子基士、耶哈利勒的儿子亚
撒利雅、革顺的子孙薪玛的儿子
约亚、约亚的儿子伊甸、
2Ch 29:13 以利撒反的子孙申利和
耶利、亚萨的子孙撒迦利雅、和
玛探雅、
2Ch 29:14 希幔的子孙耶歇和示每、
耶杜顿的子孙示玛雅和乌薛、
2Ch 29:15 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
净自己、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
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
2Ch 29:16 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
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
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
搬到外头汲沦溪边。
2Ch 29:17 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
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
的工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
十六日才洁净完了。

第二十九章
2Ch 29:1 希西家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
年．他母亲名叫亚比雅、是撒迦
利雅的女儿。
2Ch 29:2 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
的。
2Ch 29:3 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
的门、重新修理。
2Ch 29:4 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
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
2Ch 29:5 对他们说、利未人哪、当
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
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 神的
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
2Ch 29:6 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
华我们 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
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
2Ch 29:7 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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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29:18 于是他们晋见希西家王

说、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和
燔祭坛、并坛的一切器皿、陈设
饼的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皿都
洁净了．
2Ch 29:19 并且亚哈斯王在位犯罪
29:21
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 *但 8:5
齐全、且洁净了．现今都在耶和
华的坛前。
2Ch 29:20 希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
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
2Ch 29:21 牵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
七只羊羔、七只公山羊*、要为国、
为殿、为犹大人、作赎罪祭．王
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献在耶
和华的坛上、
2Ch 29:22 就宰了公牛、祭司接血洒
在坛上、宰了公羊、把血洒在坛
上、又宰了羊羔、也把血洒在坛
上．
2Ch 29:23 把那作赎罪祭的公山羊、
牵到王和会众面前、他们就按手
在其上。
2Ch 29:24 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
上作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
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
为以色列众人献上。
2Ch 29:25 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
殿中敲钹、鼓瑟、弹琴、乃照大
卫和他先见迦得、并先知拿单所
吩咐的、就是耶和华藉先知所吩
咐的。
2Ch 29:26 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
司拿号、一同站立。
2Ch 29:27 希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
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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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
的乐器相和。
2Ch 29:28 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
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
了。
2Ch 29:29 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
的人都俯伏敬拜。
2Ch 29:30 希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
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
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
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
2Ch 29:31 希西家说、你们既然归耶
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
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
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
的也将燔祭奉来。
2Ch 29:32 会众所奉的燔祭如下．公
牛七十只、公羊一百只、羊羔二
百只．这都是作燔祭献给耶和华
的．
2Ch 29:33 又有分别为圣之物、公牛
六百只、绵羊三千只。
2Ch 29:34 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尽燔
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
人帮助他们、直等燔祭的事完了、
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
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
2Ch 29:35 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并燔祭同献的奠祭甚多．这样、
耶和华殿中的事务俱都齐备了。
〔或作就整顿了〕
2Ch 29:36 这事办的甚速、希西家和

众民都喜乐、是因
预备的。

神为众民所

第三十章
2Ch 30:1 希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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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
玛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
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守逾越节．
2Ch 30:2 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
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
内守逾越节。
2Ch 30:3 正月〔原文作那时〕间他们
不能守、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敷
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
2Ch 30:4 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
2Ch 30:5 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
列、从别是巴直到但、使他们都
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
例、守这节的不多了。〔或作因为

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
转脸不顾你们。
2Ch 30:10 驿卒就由这城跑到那城、
传遍了以法莲、玛拿西、直到西
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
诮他们。
2Ch 30:11 然而亚设、玛拿西、西布
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
冷。
2Ch 30:12
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
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
华之言所发的命令。
2Ch 30:13 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
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
2Ch 30:14 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
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
抛在汲沦溪中。
2Ch 30:15 二月十四日、宰了逾越节
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
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
殿中。
2Ch 30:16 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
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
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
2Ch 30:17 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
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
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
面前成为圣洁。
2Ch 30:18-19 以法莲、玛拿西、以萨
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
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
所记录的定例．希西家为他们祷
告、说、凡专心寻求 神、就是
耶和华他列祖之 神的、虽不照
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
耶和华也饶恕他。

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
2Ch 30:6 驿卒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

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
内说、以色列人哪、你们当转向
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的 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
亚述王手的余民。
2Ch 30:7 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
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 神、以致耶和华丢
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或作令人
惊骇〕正如你们所见的。
2Ch 30:8 现在不要像你们列祖硬着
颈项、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
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
又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 神、好
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
2Ch 30:9 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
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
人面前蒙怜恤、得以归回这地、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有恩典、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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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30:20 耶和华垂听希西家的祷

2Ch 31:2 希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

告、就饶恕〔原文作医治〕百姓。
2Ch 30:21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大大喜乐、守除酵节七日．利未
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
颂赞耶和华。
2Ch 30:22 希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事
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众人吃
节筵七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
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认罪。
2Ch 30:23 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七
日．于是欢欢喜喜地又守节七日。
2Ch 30:24 犹大王希西家赐给会众
公牛一千只、羊七千只为祭物．
众首领也赐给会众公牛一千只、
羊一万只．并有许多的祭司洁净
自己。
2Ch 30:25 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
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
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
都喜乐。
2Ch 30:26 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
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
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
的喜乐。
2Ch 30:27 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
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 神
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
圣所。

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
又在耶和华殿〔原文作营〕门内
事奉、称谢、颂赞耶和华。
2Ch 31:3 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
分来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
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燔祭．
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
2Ch 31:4 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
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分给他
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
法。
2Ch 31:5 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
初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
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
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
2Ch 31:6 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
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们 神
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
送来、积成堆垒。
2Ch 31:7 从三月积起、到七月才完。
2Ch 31:8 希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
垒、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
的民以色列人祝福。
2Ch 31:9 希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
这堆垒。
2Ch 31:10 撒督家的大祭司亚撒利
雅、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
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
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
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
2Ch 31:11 希西家吩咐在耶和华殿
里预备仓房、他们就预备了。
2Ch 31:12 他们诚心将供物和十分
取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

第三十一章
2Ch 31:1 这事既都完毕、在那里的

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
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
便雅悯、以法莲、玛拿西遍地、
将邱坛和祭坛拆毁净尽．于是以
色列众人各回各城、各归各地。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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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入仓内．利未人歌楠雅掌管这
事．他兄弟示每为副管。
2Ch 31:13 耶歇、亚撒细雅、拿哈、亚
撒黑、耶利末、约撒拔、以列、伊 32:1
斯玛基雅、玛哈、比拿雅、都是 王下
18:13
督理、在歌楠雅和他兄弟示每的 赛 36:1
手下、是希西家王和管理 神殿 32:7
王下 6:16
的亚撒利雅所派的。
2Ch 31:14 守东门的利未人音拿的
儿子可利、掌管乐意献与 神的
礼物、发放献与耶和华的供物、
和至圣的物。
2Ch 31:15 在他手下有伊甸、珉雅珉、
耶书亚、示玛雅、亚玛利雅、示
迦尼雅、在祭司的各城里供紧要
的职任、无论弟兄大小、都按着
班次分给他们。
2Ch 31:16 按家谱三岁以外的男丁、
凡每日进耶和华殿、按班次供职
的、也分给他。
2Ch 31:17 又按宗族家谱分给祭司、
按班次职任分给二十岁以外的
利未人。
2Ch 31:18 又按家谱计算、分给他们
会中的妻子、儿女、因他们身供
要职、自洁成圣。
2Ch 31:19 按名派定的人、要把应得
的、分给亚伦子孙、住在各城郊
野祭司所有的男丁、和一切载入
家谱的利未人。
2Ch 31:20 希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
办理、行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为
善为正为信实a的事。
2Ch 31:21 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
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
a 2Ch 31:20 为信实 tm#a$h*w+ 和合本译作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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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他的 神、都是尽心去行、
无不亨通。

第三十二章
2Ch 32:1 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

西拿基立、来侵入犹大、围困一
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
2Ch 32:2 希西家见西拿基立来、定
意要攻打耶路撒冷、
2Ch 32:3 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
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
2Ch 32:4 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
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
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
多水呢。
2Ch 32:5 希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
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
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
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
2Ch 32:6 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
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
励他们、说、
2Ch 32:7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
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
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
们同在的更大．
2Ch 32:8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
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
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争战．
百姓就靠犹大王希西家的话、安
然无惧了。
2Ch 32:9 此后、亚述王西拿基立、
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
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希西家、
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
2Ch 32:10 亚述王西拿基立如此说、
你们倚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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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呢。

2Ch 32:20 希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

2Ch 32:11 希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

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
呼求。
2Ch 32:21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
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
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
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
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
在那里用刀杀了他。
2Ch 32:22 这样、耶和华救希西家和
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
拿基立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
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
2Ch 32:23 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
供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
犹大王希西家．此后、希西家在
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
2Ch 32:24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就
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
他一个兆头。
2Ch 32:25 希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
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
傲、所以忿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
耶路撒冷。
2Ch 32:26 但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
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
卑、以致耶和华的忿怒在希西家
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
2Ch 32:27 希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
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
盾牌、和各样的宝器．
2Ch 32:28 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
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
棚立圈。
2Ch 32:29 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
的羊群牛群、因为 神赐他极多

我们的 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
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
们受饥渴而死么。
2Ch 32:12 这希西家岂不是废去耶
和华的邱坛和祭坛、吩咐犹大与
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
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么。
2Ch 32:13 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
的、你们岂不知道么．列邦的神、
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
2Ch 32:14 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
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
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
手么。
2Ch 32:15 所以你们不要叫希西家
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
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
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
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
离我的手。
2Ch 32:16 西拿基立的臣仆、还有别
的话毁谤耶和华 神、和他仆人
希西家。
2Ch 32:17 西拿基立也写信毁谤耶
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列邦的
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希
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
我手了。
2Ch 32:18 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
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
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
便取城。
2Ch 32:19 他们论耶路撒冷的
神、
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二章

544

FOJC.NET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二章

的财产。
2Ch 32:30 这希西家也塞住基训的
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
西边．希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
通。
2Ch 32:31 惟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
王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访问国
中所现的奇事、这件事 神离开
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
何。
2Ch 32:32 希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
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
以赛亚的默示书上、和犹大、以
色列的诸王记上。
2Ch 32:33 希西家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
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尊敬他．他儿子玛拿西接续他
作王。

32:31
王下
20:13

33:3
王下 21:3
耶 19:13
番 1:5

33:6
利 19:26
申 18:10
赛 2:6
耶 27:9

第三十三章
2Ch 33:1 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

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五年。
2Ch 33: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
2Ch 33:3 重新建筑他父希西家所拆
毁的邱坛、又为巴力筑坛、作木
偶、且敬拜事奉天上的万象。
2Ch 33:4 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
永远在耶路撒冷。
2Ch 33:5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筑坛。
2Ch 33:6 并在欣嫩子谷、使他的儿
女经火．又观兆、用法术、行邪
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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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
他的怒气。
2Ch 33:7 又在
神殿内立雕刻的偶
像． 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
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
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
的名直到永远．
2Ch 33:8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藉
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
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
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2Ch 33:9 玛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
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
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
更甚。
2Ch 33:10 耶和华警戒玛拿西和他
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
2Ch 33:11 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
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铙钩钩住玛
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
伦去。
2Ch 33:12 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
耶和华他的 神、且在他列祖的
神面前极其自卑。
2Ch 33:13 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
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
玛拿西这才知道惟独耶和华是
神。
2Ch 33:14 此后玛拿西在大卫城外、
从谷内基训西边、直到鱼门口、
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
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
设立勇敢的军长。
2Ch 33:15 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
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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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
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
2Ch 33:16 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
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
人事奉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2Ch 33:17 百姓却仍在邱坛上献祭、
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 神。
2Ch 33:18 玛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
他 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
色列 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
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2Ch 33:19 他的祷告、与
神怎样应
允他、他未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
并在何处建筑邱坛、设立亚舍拉
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赛的书
上。
2Ch 33:20 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
在自己的宫院里．他儿子亚们接
续他作王。
2Ch 33:21 亚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
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2Ch 33:2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效法他父玛拿西所行的、
祭祀事奉他父玛拿西所雕刻的
偶像。
2Ch 33:23 不在耶和华面前像他父
玛拿西自卑．这亚们所犯的罪、
越犯越大。
2Ch 33:24 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
了他。
2Ch 33:25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
们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
他作王。

2Ch 34:2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
左右。
2Ch 34:3 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
就寻求他祖大卫的 神．到了十
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邱坛、木偶、雕刻的像、和
铸造的像。
2Ch 34:4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力的
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
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
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
2Ch 34:5 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
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2Ch 34:6 又在玛拿西、以法莲、西
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
之处、都这样行。
2Ch 34:7 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
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
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
了。
2Ch 34:8 约西亚王十八年、净地净
殿之后、就差遣亚萨利雅的儿子
沙番、邑宰玛西雅、约哈斯的儿
子史官约亚、去修理耶和华他
神的殿。
2Ch 34:9 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
将奉到 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
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玛
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
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
2Ch 34:10 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
殿里督工的、转交修理耶和华殿
的工匠．
2Ch 34:11 就是交给木匠、石匠、买

第三十四章
2Ch 34:1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

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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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
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
a
2Ch 34:12 这些人办事信实 ．督工
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
俄巴底．督催的是哥辖的子孙撒
迦利亚、米书兰、还有善于作乐
的利未人。
2Ch 34:13 他们又监管扛抬的人、督
催一切作工的．利未人中、也有
作书记、作司事、作守门的。
2Ch 34:14 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
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
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
法书。
2Ch 34:15 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
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
书递给沙番。
2Ch 34:16 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
覆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
理了。
2Ch 34:17 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
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
了。
2Ch 34:18 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
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
王面前读那书。
2Ch 34:19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
裂衣服、
2Ch 34:20 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
子亚希甘、米迦的儿子亚比顿、
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
说、
2Ch 34:21 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
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
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

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
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
我们身上。
2Ch 34:22 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
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
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
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
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
请问于他。
2Ch 34:23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
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覆
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2Ch 34:24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
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
切咒诅、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
居民．
2Ch 34:25 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
烧香、用他们手所作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忿怒如火倒在这地上、
总不息灭。
2Ch 34:26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
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覆
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2Ch 34:27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
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
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
是我耶和华说的。
2Ch 34:28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
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
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覆
王去了。
2Ch 34:29 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
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a 2Ch 34:12 信实 hn`Wma$B# 和合本译作诚实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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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34:30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

利未宗族的几个人。
2Ch 35:6 要宰逾越节的羊羔、洁净
自己．为你们的弟兄预备了、好
遵守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的话。
2Ch 35:7 约西亚从群畜中赐给在那
里所有的人民、绵羊羔和山羊羔
三万只、牛三千只、作逾越节的
祭物．这都是出自王的产业中。
2Ch 35:8 约西亚的众首领也乐意将
牺牲给百姓、和祭司利未人．又
有管理 神殿的希勒家、撒迦利
亚、耶歇将羊羔二千六百只、牛
三百只、给祭司作逾越节的祭物。
2Ch 35:9 利未人的族长歌楠雅、和
他两个兄弟示玛雅、拿坦业、与
哈沙比雅、耶利、约撒拔、将羊
羔五千只、牛五百只、给利未人
作逾越节的祭物。
2Ch 35:10 这样、供献的事齐备了．
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
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
2Ch 35:11 利未人宰了逾越节的羊
羔、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洒
在坛上、利未人剥皮、
2Ch 35:12 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
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
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
样。
2Ch 35:13 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逾
越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用
釜、用罐煮了．速速的送给众民。
2Ch 35:14 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
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
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
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
预备祭物。

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
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
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
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2Ch 34:31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
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
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
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2Ch 34:32 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
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
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
神的约。
2Ch 34:33 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
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
列境内的人、都事奉耶和华他们
的 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
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总
不离开。

第三十五章
2Ch 35:1 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

华守逾越节．正月十四日、就宰
了逾越节的羊羔。
2Ch 35:2 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
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
2Ch 35:3 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
训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说、你们将
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
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
肩扛抬．现在要事奉耶和华你们
的 神、服事他的民以色列。
2Ch 35:4 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
班次、遵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
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
2Ch 35:5 要按着你们的弟兄这民宗
族的班次、站在圣所、每班中要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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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35:15 歌唱的亚萨之子孙、照着

拉我出阵罢。
2Ch 35:24 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
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
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
哀。
2Ch 35:25 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
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
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
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
上。
2Ch 35:26 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
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
事、
2Ch 35:27 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
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大卫、亚萨、希幔、和王的先见
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
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
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
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
2Ch 35:16 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
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
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
2Ch 35:17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
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七日。
2Ch 35:18 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
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
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
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
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
2Ch 35:19 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
十八年守的。
2Ch 35:20 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
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
靠近伯拉河的迦基米施．约西亚
出去抵挡他。
2Ch 35:21 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
说、犹大王阿、我与你何干、我
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
击与我争战之家、并且 神吩咐
我速行、你不要干预 神的事、
免得他毁灭你、因为 神是与我
同在。
2Ch 35:22 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
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
神藉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
米吉多平原争战。
2Ch 35:23 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
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
His Faith

第三十六章
2Ch 36:1 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

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
2Ch 36:2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
三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
2Ch 36:3 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
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得、
金子一他连得。
2Ch 36:4 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
哥以利雅敬作犹大和耶路撒冷
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
斯带到埃及去了。
2Ch 36:5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
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行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为恶的
事。
2Ch 36:6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
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
带到巴比伦去。
2Ch 36:7 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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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
的庙里。〔或作自己的宫里〕
2Ch 36:8 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
36:15
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 耶 7:13
耶 7:25
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耶 11:7
耶 25:3
他儿子约雅斤接续他作王。
耶 26:5
2Ch 36:9 约雅斤登基的时候年八岁、耶 29:19
耶 32:33
〔列王下二十四章八节作十八岁〕在 耶 35:14
耶 44:4
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行 徒 28:23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36:21
2Ch 36:10 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 耶 25:11
耶 29:10
遣人、将约雅斤和耶和华殿里各 但 9:2
亚 1:12
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 赛 23:15
约雅斤的叔叔〔原文作兄〕西底 36:22
拉 1:1
家、作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拉 5:13
2Ch 36:11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2Ch 36:12 行耶和华他
神眼中看
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
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
自卑。
2Ch 36:13 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
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
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2Ch 36:14 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
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
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
圣的殿。
2Ch 36:15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
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
2Ch 36:16 他们却嘻笑
神的使者、
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
以致耶和华的忿怒向他的百姓
发作、无法可救。
2Ch 36:17 所以耶和华使迦勒底人
历代志下 (代下) 2Ch 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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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
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恤他
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
华将他们都交在迦勒底王手里。
2Ch 36:18 迦勒底王将
神殿里的
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
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
比伦去了。
2Ch 36:19 迦勒底人焚烧
神的殿、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
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
器皿。
2Ch 36:20 凡脱离刀剑的、迦勒底王
都掳到巴比伦去、作他和他子孙
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
2Ch 36:21 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
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
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
十年。
2Ch 36:22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
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
诏通告全国、说、
2Ch 36:23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
华天上的 神、已将天下万国赐
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
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作
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
他的 神与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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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zr 1:1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

1:1*
代上 5:26

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
2:2
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 尼 7:7
斯 2:5
诏通告全国说、
Ezr 1:2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
天上的 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
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宇。
Ezr 1:3 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
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
殿．（只有他是 神）愿 神与
这人同在。
Ezr 1:4 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
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
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 神
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Ezr 1:5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
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 神激
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
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Ezr 1:6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
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
〔原文作坚固他们的手〕另外还有
甘心献的礼物。
Ezr 1:7 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
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
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
庙中的。
Ezr 1:8 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
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
犹大的首领设巴萨。
Ezr 1:9 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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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刀二十九
把、
Ezr 1:10 金碗三十个、银碗之次的
四百一十个、别样的器皿一千件．
Ezr 1:11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
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
冷的时候、设巴萨将这一切都带
上来。

第二章
Ezr 2: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

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
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
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Ezr 2:2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书
亚、尼希米、西莱雅、利来雅、末
底改、必珊、米斯拔、比革瓦伊、
利宏、巴拿、回来的。
Ezr 2:3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
面．巴录的子孙、二千一百七十
二名．
Ezr 2:4 示法提雅的子孙、三百七十
二名．
Ezr 2:5 亚拉的子孙、七百七十五名．
Ezr 2:6 巴哈摩押的后裔、就是耶书
亚和约押的子孙、二千八百一十
二名．
Ezr 2:7 以拦的子孙、一千二百五十
四名．
Ezr 2:8 萨土的子孙、九百四十五名．
Ezr 2:9 萨改的子孙、七百六十名．
Ezr 2:10 巴尼的子孙、六百四十二
名．
Ezr 2:11 比拜的子孙、六百二十三
名．
Ezr 2:12 押甲的子孙、一千二百二
十二名．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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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 2:13 亚多尼干的子孙、六百六

十六名．
Ezr 2:14 比革瓦伊的子孙、二千零
五十六名．
Ezr 2:15 亚丁的子孙、四百五十四
名．
Ezr 2:16 亚特的后裔、就是希西家
的子孙、九十八名．
Ezr 2:17 比赛的子孙、三百二十三
名．
Ezr 2:18 约拉的子孙、一百一十二
名．
Ezr 2:19 哈顺的子孙、二百二十三
名．
Ezr 2:20 吉罢珥人、九十五名．
Ezr 2:21 伯利恒人、一百二十三名．
Ezr 2:22 尼陀法人、五十六名．
Ezr 2:23 亚拿突人、一百二十八名．
Ezr 2:24 亚斯玛弗人、四十二名．
Ezr 2:25 基列耶琳人、基非拉人、比
录人、共七百四十三名．
Ezr 2:26 拉玛人、迦巴人、共六百二
十一名．
Ezr 2:27 默玛人、一百二十二名．
Ezr 2:28 伯特利人、艾人、共二百二
十三名．
Ezr 2:29 尼波人、五十二名．
Ezr 2:30 末必人、一百五十六名．
Ezr 2:31 别的以拦子孙、一千二百
五十四名．
Ezr 2:32 哈琳的子孙、三百二十名．
Ezr 2:33 罗德人、哈第人、阿挪人、
共七百二十五名．
Ezr 2:34 耶利哥人、三百四十五名．
Ezr 2:35 西拿人、三千六百三十名。
Ezr 2:36 祭司、耶书亚家耶大雅的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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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九百七十三名．
Ezr 2:37 音麦的子孙、一千零五十
二名．
Ezr 2:38 巴施户珥的子孙、一千二
百四十七名．
Ezr 2:39 哈琳的子孙、一千零一十
七名。
Ezr 2:40 利未人、何达威雅的后裔、
就是耶书亚和甲篾的子孙、七十
四名。
Ezr 2:41 歌唱的、亚萨的子孙、一百
二十八名。
Ezr 2:42 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
的子孙、达们的子孙、亚谷的子
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
共一百三十九名。
Ezr 2:43 尼提宁、〔就是殿役〕西哈
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答巴俄
的子孙、
Ezr 2:44 基绿的子孙、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Ezr 2:45 利巴拿的子孙、哈迦巴的
子孙、亚谷的子孙、
Ezr 2:46 哈甲的子孙、萨买的子孙、
哈难的子孙、
Ezr 2:47 吉德的子孙、迦哈的子孙、
利亚雅的子孙、
Ezr 2:48 利汛的子孙、尼哥大的子
孙、迦散的子孙、
Ezr 2:49 乌撒的子孙、巴西亚的子
孙、比赛的子孙、
Ezr 2:50 押拿的子孙、米乌宁的子
孙、尼普心的子孙、
Ezr 2:51 巴卜的子孙、哈古巴的子
孙、哈忽的子孙、
Ezr 2:52 巴洗律的子孙、米希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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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哈沙的子孙、
Ezr 2:53 巴柯的子孙、西西拉的子
2:63
孙、答玛的子孙、
出 28:30
Ezr 2:54 尼细亚的子孙、哈提法的 民 27:21
申 33:8
子孙。
撒上 28:6
Ezr 2:55 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 尼 7:65
琐太的子孙、琐斐列的子孙、比 3:4
利 23:34
路大的子孙、
约 7:2
Ezr 2:56 雅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Ezr 2:57 示法提雅的子孙、哈替的
子孙、玻黑列哈斯巴音的子孙、
亚米的子孙．
Ezr 2:58 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
裔、共三百九十二名。
Ezr 2:59 从特米拉、特哈萨、基绿、
押但、音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
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
Ezr 2:60 他们是第来雅的子孙、多
比雅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
六百五十二名。
Ezr 2:61 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
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
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
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
莱．
Ezr 2:62 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
寻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
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Ezr 2:63 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
圣的物、直到有用乌陵和土明决
疑的祭司兴起来。
Ezr 2:64 会众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
十名。
Ezr 2:65 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七
千三百三十七名．又有歌唱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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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二百名．
Ezr 2:66 他们有马七百三十六匹、
骡子二百四十五匹、
Ezr 2:67 骆驼四百三十五只、驴六
千七百二十匹。
Ezr 2:68 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 神的殿
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
Ezr 2:69 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
子、六万一千达利克．银子、五
千弥拿．并祭司的礼服一百件。
Ezr 2:70 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
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
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
的城里。

第三章
Ezr 3: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

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
耶路撒冷。
Ezr 3:2 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
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
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
建筑以色列 神的坛、要照神人
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
燔祭。
Ezr 3:3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
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
和华早晚献燔祭。
Ezr 3:4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
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
的燔祭。
Ezr 3:5 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
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
向耶和华献各人的甘心祭。
Ezr 3:6 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
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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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尚未立定。
第四章
Ezr 3:7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
4:5-7
Ezr 4:1 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
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 大利乌: 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
亚哈随鲁:
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 亚达薛西: 的 神建造殿宇
、
拉 6:14
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是照波 但 5:31 Ezr 4:2 就去见所罗巴伯 和以色列
、
但 6:1
斯王古列所允准的。
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
但 9:1
Ezr 3:8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
神殿 斯 1:1 你们一同建造 因为我们寻求你
、
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
们的 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
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
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
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
来、我们常祭祀 神。
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
Ezr 4:3 但所罗巴伯、耶书亚、和其
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
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
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理建造
们建造 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
耶和华殿的工作。
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Ezr 3:9 于是犹大〔在二章四十节作何
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
达威雅〕的后裔、就是耶书亚、和
咐的。
他的子孙与弟兄、甲篾和他的子
Ezr 4:4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
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
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
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 神殿作
他们。
工的人。
Ezr 4:5 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
Ezr 3:10 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
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贿买谋
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
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
Ezr 4:6 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
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
Ezr 3:11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
民。
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
Ezr 4:7 亚达薛西年间、比施兰、米
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
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
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
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
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
Ezr 3:12 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
Ezr 4:8 省长利宏、书记伸帅、要控
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
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
薛西王。
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Ezr 4:9 省长利宏、书记伸帅、和同
Ezr 3:13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
党的底拿人、亚法萨提迦人、他
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
毗拉人、亚法撒人、亚基卫人、
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巴比伦人 书珊迦人 底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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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拦人、
Ezr 4:10 和尊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
4:24
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 该 1:1
5:1
带地方的人等．
该 1:13
Ezr 4:11 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 亚 1:1
的臣民云云。
5:2
Ezr 4:12 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 该 1:15
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
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
根基、建造城墙。
Ezr 4:13 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
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
进贡、交课、纳税、终久王必受
亏损．
Ezr 4:14 我们既食御盐、不忍见王
吃亏、因此奏告于王、
Ezr 4:15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
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
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
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
拆毁。
Ezr 4:16 我们谨奏王知、这城若再
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
无分了。
Ezr 4:17 那时王谕覆省长利宏、书
记伸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
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
说、愿你们平安云云。
Ezr 4:18 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
在我面前。
Ezr 4:19 我已命人考查、得知此城
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
叛悖逆的事。
Ezr 4:20 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
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
交课、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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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 4:21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

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
降旨．
Ezr 4:22 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
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
Ezr 4:23 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
宏、和书记伸帅、并他们的同党
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
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Ezr 4:24 于是在耶路撒冷
神殿的
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
利乌第二年。

第五章
Ezr 5:1 那时先知哈该、和易多的孙

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 神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
劝勉的话。
Ezr 5:2 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
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都
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 神的
殿、有 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
们。
Ezr 5:3 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
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
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
成这墙呢。
Ezr 5:4 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
的人叫什么名字。
Ezr 5:5
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
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
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
他的回谕。
Ezr 5:6 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
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
西的亚法萨迦人、上本奏告大利
乌王．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五章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五章
Ezr 5:7 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

谕我们。

事平安．
Ezr 5:8 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
5:12
到了至大 神的殿、这殿是用大 创 11:28
徒 7:43
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
甚速、他们手下亨通．
Ezr 5:9 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
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
Ezr 5:10 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
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
Ezr 5:11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
之 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
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
王建造修成的。
Ezr 5:12 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
神发怒、 神把他们交在迦勒底
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
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
比伦。
Ezr 5:13 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
他降旨允准建造 神的这殿。
Ezr 5:14
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
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
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
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
为省长的、名叫设巴萨．
Ezr 5:15 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
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
原处建造 神的殿。
Ezr 5:16 于是这设巴萨来建立耶路
撒冷 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
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
Ezr 5:17 现在王若以为美、请察巴
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
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 神的殿
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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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zr 6:1 于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寻察

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
之处．
Ezr 6:2 在玛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
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
Ezr 6:3 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
路撒冷 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
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
六十肘、宽六十肘．
Ezr 6:4 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
经费要出于王库．
Ezr 6:5 并且
神殿的金银器皿、就
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
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
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
神的殿里。
Ezr 6:6 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
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
住河西的亚法萨迦人、你们当远
离他们。
Ezr 6:7 不要拦阻
神殿的工作、任
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
老在原处建造 神的这殿。
Ezr 6:8 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
人的长老为建造 神的殿、当怎
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
速拨取贡银作他们的经费、免得
耽误工作。
Ezr 6:9 他们与天上的
神献燔祭
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
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
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
供给他们、不得有误．
Ezr 6:10 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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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
寿命祈祷。
Ezr 6:11 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
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
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
他的房屋成为粪堆。
Ezr 6:12 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
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
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 神、将他
们灭绝．我大利乌降这旨意、当
速速遵行。
Ezr 6:13 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
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
利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
Ezr 6:14 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
易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
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
他们遵着以色列 神的命令、和
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
的旨意、建造完毕。
Ezr 6:15 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
初三日、这殿修成了。
Ezr 6:16 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
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
喜地行奉献 神殿的礼。
Ezr 6:17 行奉献
神殿的礼、就献
公牛一百只、公绵羊二百只、绵
羊羔四百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
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
列众人作赎罪祭。
Ezr 6:18 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
班次在耶路撒冷事奉 神、是照
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Ezr 6:19 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
人守逾越节。
Ezr 6:20 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
His Faith

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
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
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
羔。
Ezr 6:21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
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
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人、都吃这羊羔。
Ezr 6:22 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
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
手、作以色列 神殿的工程。

第七章
Ezr 7:1 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

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西莱雅
的儿子、西莱雅是亚撒利雅的儿
子、亚撒利雅是希勒家的儿子、
Ezr 7:2 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
是撒督的儿子、撒督是亚希突的
儿子、
Ezr 7:3 亚希突是亚玛利雅的儿子、
亚玛利雅是亚撒利雅的儿子、亚
撒利雅是米拉约的儿子、
Ezr 7:4 米拉约是西拉希雅的儿子、
西拉希雅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
布基的儿子、
Ezr 7:5 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
书是非尼哈的儿子、非尼哈是以
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
司亚伦的儿子。
Ezr 7:6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
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
列 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
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
神的手帮助他。
Ezr 7:7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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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
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
Ezr 7:8 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
7:14
耶路撒冷．
斯 1:14
Ezr 7:9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 启 1:4
程．因他 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Ezr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
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
色列人。
Ezr 7:11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
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
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
着说、
Ezr 7:12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
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 神律法
大德的文士云云。
Ezr 7:13 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
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
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
Ezr 7:14 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
照你手中 神的律法书、察问犹
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
Ezr 7:15 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
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
神的、
Ezr 7:16 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
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
耶路撒冷他们 神殿的礼物。
Ezr 7:17 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
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同
献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
冷你们 神殿的坛上。
Ezr 7:18 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
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
遵着你们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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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 7:19 所交给你

神殿中使用的
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 神面
前。
Ezr 7:20 你
神殿里、若再有需用
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
取。
Ezr 7:21 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
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
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
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
办．
Ezr 7:22 就是银子直到一百他连得、
麦子一百柯珥、酒一百罢特、油
一百罢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
他。
Ezr 7:23 凡天上之
神所吩咐的、
当为天上 神的殿详细办理．为
何使忿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
呢。
Ezr 7:24 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
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
提宁、并在 神殿当差的人、不
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
Ezr 7:25 以斯拉阿、要照着你
神
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 神
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
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
不明白 神律法的人。
Ezr 7:26 凡不遵行你
神律法、和
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
或治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
禁。
Ezr 7:27 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
祖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
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
华的殿．
FOJC.NET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七章
Ezr 7:28 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

Ezr 8:12 属押甲的子孙有哈加坦的

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
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
上来。

儿子约哈难．同着他有男丁一百
一十。
Ezr 8:13 属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
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
耶利、示玛雅．同着他们有男丁
六十。
Ezr 8:14 属比革瓦伊的子孙有乌太
和撒布．同着他们有男丁七十。
Ezr 8:15 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
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
人在那里．
Ezr 8:16 就召首领以利以谢、亚列、
示玛雅、以利拿单、雅立、以利
拿单、拿单、撒迦利亚、米书兰．
又召教习约雅立、和以利拿单。
Ezr 8:17 我打发他们往迦西斐雅地
方去、见那里的首领易多、又告
诉他们当向易多和他的弟兄尼
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
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
Ezr 8:18 蒙我们
神施恩的手帮助
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
未的孙子、抹利的后裔中、带一
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
的众子、与弟兄、共一十八人。
Ezr 8:19 又有哈沙比雅．同着他有
米拉利的子孙耶筛亚、并他的众
子、和弟兄、共二十人。
Ezr 8:20 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
提宁服事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
宁中也带了二百二十人来、都是
按名指定的。
Ezr 8:21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
禁食、为要在我们 神面前刻苦

第八章
Ezr 8:1 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

8:21*

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 利 16:29
利 23:27
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
民 29:7
诗 35:13
Ezr 8:2 属非尼哈的子孙有革顺、属 赛 58:3
10:12
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属大卫 但
太 16:24
的子孙有哈突、
Ezr 8:3 属巴录的后裔、就是示迦尼
的子孙、有撒迦利亚．同着他、
按家谱计算、男丁一百五十人。
Ezr 8:4 属巴哈摩押的子孙有西拉
希雅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着他有
男丁二百。
Ezr 8:5 属示迦尼的子孙有雅哈悉
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三百。
Ezr 8:6 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单的
儿子以别．同着他有男丁五十。
Ezr 8:7 属以拦的子孙有亚他利雅
的儿子耶筛亚．同着他有男丁七
十。
Ezr 8:8 属示法提雅的子孙有米迦
勒的儿子西巴第雅．同着他有男
丁八十。
Ezr 8:9 属约押的子孙有耶歇的儿
子俄巴底亚．同着他有男丁二百
一十八。
Ezr 8:10 属示罗密的子孙有约细斐
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一百六十。
Ezr 8:11 属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
子撒迦利亚．同着他有男丁二十
八。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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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
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8:21*
Ezr 8:22 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
利 16:29
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 利 23:27
民 29:7
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 神施 诗 35:13
赛 58:3
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 但 10:12
但他的能力和忿怒、必攻击一切 太 16:24
离弃他的。
Ezr 8:23 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
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Ezr 8:24 我分派祭司长十二人、就
是示利比、哈沙比雅、和他们的
弟兄十人．
Ezr 8:25 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
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 神
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秤了
交给他们。
Ezr 8:26 我秤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
子、有六百五十他连得、银器重
一百他连得、金子一百他连得、
Ezr 8:27 金碗二十个、重一千达利
克、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宝贵
如金。
Ezr 8:28 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
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
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 神
的．
Ezr 8:29 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
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
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
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
Ezr 8:30 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
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
路撒冷我们 神的殿里。
Ezr 8:31 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
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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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
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Ezr 8:32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
里住了三日。
Ezr 8:33 第四日、在我们
神的殿
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秤了、交在
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的手
中．同着他有非尼哈的儿子以利
亚撒、还有利未人耶书亚的儿子
约撒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
Ezr 8:34 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
量写在册上。
Ezr 8:35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人、向
以色列的 神献燔祭、就是为以
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公绵羊
九十六只、绵羊羔七十七只．又
献公山羊十二只作赎罪祭．这都
是向耶和华焚献的。
Ezr 8:36 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
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
就帮助百姓、又供给 神殿里所
需用的。

第九章
Ezr 9:1 这事作完了、众首领来见我、

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
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
人、耶布斯人、亚扪人、摩押人、
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
国的民、行可憎的事。
Ezr 9:2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
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
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
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
Ezr 9:3 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
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
忧闷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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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言语战兢
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
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
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Ezr 9:5 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
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
下向耶和华我的 神举手、
Ezr 9:6 说、我的
神阿、我抱愧蒙
羞、不敢向我 神仰面、因为我
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
Ezr 9:7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
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
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
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
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
Ezr 9:8 现在耶和华我们的
神暂
且施恩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
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
的圣所、我们的 神好光照我们
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
微复兴。
Ezr 9:9 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
之中、我们的 神仍没有丢弃我
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
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 神的
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
大和耶路撒冷有墙垣。
Ezr 9:10 我们的
神阿、既是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
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Ezr 9:11 就是你藉你仆人众先知所
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
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
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
直到那边、满了污秽。
Ezr 9:12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
His Faith

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
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
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
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
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
为业。
Ezr 9:13
神阿、我们因自己的恶
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
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
Ezr 9:14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
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
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
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
脱的人么。
Ezr 9:1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阿、
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
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
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
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第十章
Ezr 10:1 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

俯伏在 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
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
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
Ezr 10:2 属以拦的子孙、耶歇的儿
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
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
我们的 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
指望。
Ezr 10:3 现在当与我们的
神立约、
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主和那因 神命令战兢
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
Ezr 10:4 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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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 10:5 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

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
这事．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Ezr 10:15 惟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
单、特瓦的儿子雅哈谢、阻挡
〔或作总办〕这事、并有米书兰、
和利未人沙比太帮助他们。
Ezr 10:16 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
都指名见派、在十月初一日、一
同在座查办这事。
Ezr 10:17 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
外邦女子的人数。
Ezr 10:18 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
子为妻的、就是耶书亚的子孙约
萨达的儿子、和他弟兄玛西雅、
以利以谢、雅立、基大利、
Ezr 10:19 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
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
只公绵羊赎罪。
Ezr 10:20 音麦的子孙中、有哈拿尼、
西巴第雅。
Ezr 10:21 哈琳的子孙中、有玛西雅、
以利雅、示玛雅、耶歇、乌西雅。
Ezr 10:22 巴施户珥的子孙中、有以
利约乃、玛西雅、以实玛利、拿
坦业、约撒拔、以利亚撒。
Ezr 10:23 利未人中、有约撒拔、示
每、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利他．
还有毗他希雅、犹大、以利以谢。
Ezr 10:24 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实。
守门的人中、有沙龙、提联、乌
利。
Ezr 10:25 以色列人巴录的子孙中、
有拉米、耶西雅、玛基雅、米雅
民、以利亚撒、玛基雅、比拿雅。
Ezr 10:26 以拦的子孙中、有玛他尼、

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
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
誓。
Ezr 10:6 以斯拉从
神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难的
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
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心里悲伤。
Ezr 10:7 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
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
冷聚集．
Ezr 10:8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
Ezr 10:9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
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
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
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
下大雨、就都战兢。
Ezr 10:10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
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
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
的罪恶。
Ezr 10:11 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
的 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
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Ezr 10:12 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
必照着你的话行．
Ezr 10:13 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
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
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
在这事上犯了大罪。
Ezr 10:14 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
理．凡我们城邑中娶外邦女子为
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十章

562

FOJC.NET

以斯拉记 (拉) Ezr 第十章

撒迦利亚、耶歇、押底、耶利末、
以利雅。
Ezr 10:27 萨土的子孙中、有以利约
乃、以利亚实、玛他尼、耶利末、
撒拔、亚西撒。
Ezr 10:28 比拜的子孙中、有约哈难、
哈拿尼雅、萨拜、亚勒。
Ezr 10:29 巴尼的子孙中、有米书兰、
玛鹿、亚大雅、雅述、示押、耶利
末。
Ezr 10:30 巴哈摩押的子孙中、有阿
底拿、基拉、比拿雅、玛西雅、玛
他尼、比撒列、宾内、玛拿西。
Ezr 10:31 哈琳的子孙中、有以利以
谢、伊示雅、玛基雅、示玛雅、西
缅、
Ezr 10:32 便雅悯、玛鹿、示玛利雅。
Ezr 10:33 哈顺的子孙中、有玛特乃、
玛达他、撒拔、以利法列、耶利
买、玛拿西、示每。
Ezr 10:34 巴尼的子孙中、有玛玳、
暗兰、乌益、
Ezr 10:35 比拿雅、比底雅、基禄、
Ezr 10:36 瓦尼雅、米利末、以利亚
实、
Ezr 10:37 玛他尼、玛特乃、雅扫、
Ezr 10:38 巴尼、宾内、示每、
Ezr 10:39 示利米雅、拿单、亚大雅、
Ezr 10:40 玛拿底拜、沙赛、沙赖、
Ezr 10:41 亚萨利、示利米雅、示玛
利雅、
Ezr 10:42 沙龙、亚玛利雅、约瑟。
Ezr 10:43 尼波的子孙中、有耶利、
玛他提雅、撒拔、西比拿、雅玳、
约珥、比拿雅。
Ezr 10:44 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
His Faith

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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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

Neh 1:10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

(尼) Neh

第一章
Neh 1:1 哈迦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

1:1*
斯 1:2

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基斯流月、我在书珊城*的宫中。
Neh 1:2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
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
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Neh 1:3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
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
毁、城门被火焚烧。
Neh 1:4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
食祈祷说、
Neh 1:5 耶和华天上的
神、大而
可畏的 神阿、你向爱你、守你
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Neh 1:6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
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
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
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
有罪了．
Neh 1:7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
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Neh 1:8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
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
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Neh 1:9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
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
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
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
名的居所。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二章

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所救赎的。
Neh 1:11 主阿、求你侧耳听你仆人
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
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
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政的。

第二章
Neh 2:1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

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
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
容。
Neh 2:2 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
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Neh 2:3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
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
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么。
Neh 2:4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
是我默祷天上的 神。
Neh 2:5 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
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
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
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Neh 2:6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
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
喜欢差遣我去。
Neh 2:7 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
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
准我经过、直到犹大．
Neh 2:8 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
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作属
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
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
因我 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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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h 2:19 但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

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
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Neh 2:10 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
2:13*
亚扪人多比雅、听见有人来为以 耶 9:11
3:1*
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
约 5:2
Neh 2:11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
住了三日。
Neh 2:12 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
一同起来．但 神使我心里要为
耶路撒冷作什么事、我并没有告
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
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
Neh 2:13 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
井去〔野狗或作龙*〕、到了粪厂
门、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
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Neh 2:14 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
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
去。
Neh 2:15 于是夜间沿溪而上、察看
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
来了。
Neh 2:16 我往那里去、我作什么事、
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
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
余作工的人。
Neh 2:17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
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
来罢、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Neh 2:18 我告诉他们我
神施恩的
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
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罢。
于是他们奋勇作这善工。

的亚扪人多比雅、和亚拉伯人基
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
说、你们作什么呢．要背叛王么。
Neh 2:20 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
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
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
撒冷无分、无权、无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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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第三章
Neh 3:1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

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
*
、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
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楠业楼、
分别为圣。
Neh 3:2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
次是音利的儿子撒刻建造。
Neh 3:3 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
架横梁、安门扇、和闩锁。
Neh 3:4 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
亚的儿子米利末修造。其次是米
示萨别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米
书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
督修造。
Neh 3:5 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
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
的工作。〔肩原文作颈项〕
Neh 3:6 巴西亚的儿子耶何耶大、
与比所玳的儿子米书兰、修造古
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闩锁。
Neh 3:7 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
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
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
Neh 3:8 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
乌薛修造。其次是作香的哈拿尼
雅修造．这些人修坚耶路撒冷、
直到宽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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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h 3:9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

Neh 3:20 其次是萨拜的儿子巴录、

户珥的儿子利法雅修造。
Neh 3:10 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
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
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
Neh 3:11 哈琳的儿子玛基雅、和巴
哈摩押的儿子哈述修造一段、并
修造炉楼。
Neh 3:12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
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
女儿们修造。
Neh 3:13 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
造谷门．立门、安门扇、和闩锁、
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厂门。
Neh 3:14 管理伯哈基琳、利甲的儿
子玛基雅、修造粪厂门．立门、
安门扇、和闩锁。
Neh 3:15 管理米斯巴、各荷西的儿
子沙仑、修造泉门．立门、盖门
顶、安门扇、和闩锁、又修造靠
近王园西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
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Neh 3:16 其次是管理伯夙一半、押
卜的儿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卫
坟地的对面、又到挖成的池子、
并勇士的房屋。
Neh 3:17 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
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
一半、哈沙比雅为他所管的本境
修造。
Neh 3:18 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
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
巴瓦伊修造。
Neh 3:19 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书
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武
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

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
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
Neh 3:21 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
利亚的儿子米利末修造一段、从
以利亚实的府门、直到以利亚实
府的尽头。
Neh 3:22 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
Neh 3:23 其次是便雅悯与哈述、对
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难
尼的孙子玛西雅的儿子亚撒利
雅、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Neh 3:24 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
修造一段、从亚撒利雅的房屋、
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
Neh 3:25 乌赛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
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凸出来的
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
次是巴录的儿子毗大雅修造。
Neh 3:26（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
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凸出来的
城楼。）
Neh 3:27 其次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
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
勒的墙。
Neh 3:28 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
自己的房屋修造。
Neh 3:29 其次是音麦的儿子撒督、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
东门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
Neh 3:30 其次是示利米雅的儿子哈
拿尼雅、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
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
米书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Neh 3:31 其次是银匠玛基雅修造到
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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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
Neh 3:32 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
和羊门中间修造。

不能建造城墙。
Neh 4:11 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
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
杀他们、使工作止住。
Neh 4:12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
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
要回到我们那里。
Neh 4:13 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
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
低洼的空处。
Neh 4:14 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
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
们、当记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
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
争战。
Neh 4:15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
心意、见 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
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
各作各的工。
Neh 4:16 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
作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
穿铠甲．〔穿或作拿〕官长都站在
犹大众人的后边。
Neh 4:17 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
都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
Neh 4:18 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
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
Neh 4:19 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
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
墙上相离甚远．
Neh 4:20 你们听见角声在那里、就
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 神
必为我们争战。
Neh 4:21 于是我们作工、一半拿兵
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Neh 4:22 那时、我又对百姓说、各

第四章
Neh 4:1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

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
Neh 4:2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
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作什么
呢．要保护自己么．要献祭么．
要一日成功么．要从土堆里拿出
火烧的石头再立墙么。
Neh 4:3 亚扪人多比雅站在旁边、
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
狸上去也必跐倒。
Neh 4:4 我们的
神阿、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
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
掳到之地作为掠物．
Neh 4:5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
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
你的怒气。
Neh 4:6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
就都连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
专心作工。
Neh 4:7 参巴拉、多比雅、亚拉伯人、
亚扪人、亚实突人、听见修造耶
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
裂的地方、就甚发怒．
Neh 4:8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
冷、使城内扰乱。
Neh 4:9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
神、
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Neh 4:10 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
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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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
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作
工。
Neh 4:23 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
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
去打水也带兵器。

Neh 5:10 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

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
家都当免去利息。
Neh 5:11 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
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
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
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
们。
Neh 5:12 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
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
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
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
Neh 5:13 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
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 神照样
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
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
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
许的去行。
Neh 5:14 自从我奉派作犹大地的省
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
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
禄。
Neh 5:15 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
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
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
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
神、不这样行。
Neh 5:16 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
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
集在那里作工。
Neh 5:17 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
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
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
Neh 5:18 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
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

第五章
Neh 5:1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

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Neh 5:2 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
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
Neh 5:3 有的说、我们典了田地、葡
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
Neh 5:4 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
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
Neh 5:5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
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
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
女作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
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
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
别人。
Neh 5:6 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
话、便甚发怒。
Neh 5:7 我心里筹画、就斥责贵胄、
和官长、说、你们各人向弟兄取
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
Neh 5:8 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
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
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
赎回来么。他们就静默不语、无
话可答。
Neh 5:9 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
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 神
么．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
人毁谤我们。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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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
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
服役甚重。
Neh 5:19 我的
神阿、求你记念我
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与
我。

作不能成就。 神阿、求你坚固
我的手。
Neh 6:10 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第
来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
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
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
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
你。
Neh 6:11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
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
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
Neh 6:12 我看明
神没有差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
雅和参巴拉贿买了他。
Neh 6:13 贿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
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
恶言毁谤我。
Neh 6:14 我的
神阿、多比雅、参
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
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记念他
们所行的这些事。
Neh 6:15 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
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Neh 6:16 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
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
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
的 神。
Neh 6:17 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
次寄信与多比雅、多比雅也来信
与他们。
Neh 6:18 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雅
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示迦
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
娶了比利家儿子米书兰的女儿
为妻。
Neh 6:19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雅

第六章
Neh 6:1 参巴拉、多比雅、亚拉伯人

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
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
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
扇）
Neh 6:2 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
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
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
害我。
Neh 6:3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
我现在办理大工、不能下去．焉
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Neh 6:4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
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Neh 6:5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
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
Neh 6:6 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
风声、迦施慕〔就是基善见二章十
九节〕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
造城墙、你要作他们的王。
Neh 6:7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
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
在这话必传与王知．所以请你来、
与我们彼此商议。
Neh 6:8 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
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
里捏造的。
Neh 6:9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
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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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
比雅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

Neh 7:10 亚拉的子孙、六百五十二

名。
Neh 7:11 巴哈摩押的后裔、就是耶

第七章
Neh 7:1 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

7:7

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 拉 2:2
斯 2:5
派定。
Neh 7:2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
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雅、管理耶
路撒冷．因为哈拿尼雅是信实
的a、又敬畏 神过于众人。
Neh 7:3 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
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
人尚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
闩、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
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Neh 7:4 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
少、房屋还没有建造。
Neh 7:5 我的
神感动我心、招聚
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
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
家谱、其上写着．
Neh 7:6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
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
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
和犹大各归本城．
Neh 7:7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
书亚、尼希米、亚撒利雅、拉米、
拿哈玛尼、末底改、必珊、米斯
毗列、比革瓦伊、尼宏、巴拿回
来的。
Neh 7:8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
下面．巴录的子孙、二千一百七
十二名。
Neh 7:9 示法提雅的子孙、三百七
十二名。

书亚和约押的子孙、二千八百一
十八名。
Neh 7:12 以拦的子孙、一千二百五
十四名。
Neh 7:13 萨土的子孙、八百四十五
名。
Neh 7:14 萨改的子孙、七百六十名。
Neh 7:15 宾内的子孙、六百四十八
名。
Neh 7:16 比拜的子孙、六百二十八
名。
Neh 7:17 押甲的子孙、二千三百二
十二名。
Neh 7:18 亚多尼干的子孙、六百六
十七名。
Neh 7:19 比革瓦伊的子孙、二千零
六十七名。
Neh 7:20 亚丁的子孙、六百五十五
名。
Neh 7:21 亚特的后裔、就是希西家
的子孙、九十八名．
Neh 7:22 哈顺的子孙、三百二十八
名。
Neh 7:23 比赛的子孙、三百二十四
名。
Neh 7:24 哈拉的子孙、一百一十二
名。
Neh 7:25 基遍人、九十五名。
Neh 7:26 伯利恒人和尼陀法人、共
一百八十八名。
Neh 7:27 亚拿突人、一百二十八名。
Neh 7:28 伯亚斯玛弗人、四十二名。
Neh 7:29 基列耶琳人、基非拉人、

a Neh 7:2 信实的 tm#a$ 和合本译作忠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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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录人、共七百四十三名。
Neh 7:30 拉玛人和迦巴人、共六百
二十一名．
Neh 7:31 默玛人、一百二十二名。
Neh 7:32 伯特利人和艾人、共一百
二十三名。
Neh 7:33 别的尼波人、五十二名。
Neh 7:34 别的以拦子孙、一千二百
五十四名。
Neh 7:35 哈琳的子孙、三百二十名。
Neh 7:36 耶利哥人、三百四十五名。
Neh 7:37 罗德人、哈第人、阿挪人、
共七百二十一名。
Neh 7:38 西拿人、三千九百三十名。
Neh 7:39 祭司．耶书亚家、耶大雅
的子孙、九百七十三名。
Neh 7:40 音麦的子孙、一千零五十
二名。
Neh 7:41 巴施户珥的子孙、一千二
百四十七名。
Neh 7:42 哈琳的子孙、一千零一十
七名。
Neh 7:43 利未人．何达威的后裔、
就是耶书亚和甲篾的子孙、七十
四名。
Neh 7:44 歌唱的．亚萨的子孙、一
百四十八名。
Neh 7:45 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
特的子孙、达们的子孙、亚谷的
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
孙、共一百三十八名。
Neh 7:46 尼提宁．〔就是殿役〕西哈
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答巴俄
的子孙、
Neh 7:47 基绿的子孙、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His Faith

Neh 7:48 利巴拿的子孙、哈迦巴的

子孙、萨买的子孙、
Neh 7:49 哈难的子孙、吉德的子孙、
迦哈的子孙、
Neh 7:50 利亚雅的子孙、利汛的子
孙、尼哥大的子孙、
Neh 7:51 迦散的子孙、乌撒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Neh 7:52 比赛的子孙、米乌宁的子
孙、尼普心的子孙、
Neh 7:53 巴卜的子孙、哈古巴的子
孙、哈忽的子孙、
Neh 7:54 巴洗律的子孙、米希大的
子孙、哈沙的子孙、
Neh 7:55 巴柯的子孙、西西拉的子
孙、答玛的子孙、
Neh 7:56 尼细亚的子孙、哈提法的
子孙。
Neh 7:57 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
琐太的子孙、琐斐列的子孙、比
路大的子孙、
Neh 7:58 雅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Neh 7:59 示法提雅的子孙、哈替的
子孙、玻黑列哈斯巴音的子孙、
亚们的子孙。
Neh 7:60 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
后裔、共三百九十二名。
Neh 7:61 从特米拉、特哈萨、基绿、
亚顿、音麦、上来的．不能指明
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
不是。
Neh 7:62 他们是第莱雅的子孙、多
比雅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
六百四十二名。
Neh 7:63 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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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
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
西莱。
Neh 7:64 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
7:65
寻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 出 28:30
利 8:8
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民 27:21
申 33:8
Neh 7:65 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 撒上 28:6
圣的物、直到有用乌陵和土明决 拉 2:63
疑的祭司兴起来。
Neh 7:66 会众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
十名．
Neh 7:67 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
七千三百三十七名、又有歌唱的
男女二百四十五名．
Neh 7:68 他们有马七百三十六匹、
骡子二百四十五匹．
Neh 7:69 骆驼四百三十五只、驴六
千七百二十匹。
Neh 7:70 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
长捐入库中的金子一千达利克、
碗五十个、祭司的礼服五百三十
件。
Neh 7:71 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
子二万达利克、银子二千二百弥
拿。
Neh 7:72 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二万
达利克、银子二千弥拿、祭司的
礼服六十七件。
Neh 7:73 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
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
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
己的城里。

第八章
Neh 8: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

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
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
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Neh 8:2 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
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
女会众面前。
Neh 8:3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
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
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
民侧耳而听。
Neh 8:4 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
备的木台上．玛他提雅、示玛、
亚奈雅、乌利亚、希勒家、和玛
西雅、站在他的右边．毗大雅、
米沙利、玛基雅、哈顺、哈拔大
拿、撒迦利亚、和米书兰、站在
他的左边。
Neh 8:5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
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Neh 8:6 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
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
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
耶和华。
Neh 8:7 耶书亚、巴尼、示利比、雅
悯、亚谷、沙比太、荷第雅、玛西
雅、基利他、亚撒利雅、约撒拔、
哈难、毗莱雅、和利未人、使百
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
地方。
Neh 8:8 他们清清楚楚的念
神的
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
所念的。
Neh 8:9 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
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
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

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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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
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
话都哭了。
Neh 8:10 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
8:14
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 利 23:34
申 16:13
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 申 16:16
申 31:10
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 拉 3:4
14:16
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亚
约 7:2
Neh 8:11 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
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
不要忧愁。
Neh 8:12 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
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
他们的话。
Neh 8:13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
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
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Neh 8:14 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
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
月节住棚．
Neh 8:15 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
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
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
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
照着所写的搭棚。
Neh 8:16 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
来、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
内、或 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
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
棚。
Neh 8:17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
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
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
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
喜乐。
Neh 8:18 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

以斯拉每日念 神的律法书。众
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
会。

第九章
Neh 9:1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

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
Neh 9:2 以色列人〔人原文作种类〕
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
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Neh 9:3 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
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 神的
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
耶和华他们的 神。
Neh 9:4 耶书亚、巴尼、甲篾、示巴
尼、布尼、示利比、巴尼、基拿尼、
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
和华他们的 神。
Neh 9:5 利未人耶书亚、甲篾、巴尼、
哈沙尼、示利比、荷第雅、示巴
尼、毗他希雅说、你们要站起来
称颂耶和华你们的 神永世无
尽．耶和华阿、你荣耀之名、是
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
美。
Neh 9:6 你、惟独你、是耶和华．你
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
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
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
的．天军也都敬拜你。
Neh 9:7 你是耶和华
神、曾拣选
亚伯兰、领他出迦勒底的吾珥、
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a
Neh 9:8 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信实 、
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
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
a Neh 9:8 信实 /m*a$n\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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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革迦撒人之地、赐给他的
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
是公义的。
Neh 9:9 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
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
的哀求、
Neh 9:10 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
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
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
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
祖行事狂傲。
Neh 9:11 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
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
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
头抛在大水中。
Neh 9:12 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
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Neh 9:13 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
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
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
与诫命．
Neh 9:14 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
日、并藉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
命、条例、律法．
Neh 9:15 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
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
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起誓应许
赐给他们的地。
Neh 9:16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
硬着颈项不听从你的诫命、
Neh 9:17 不肯顺从、也不记念你在
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硬着颈
项、居心背逆自立首领、要回他
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
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慈爱的 神、并不丢弃他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九章

们。
Neh 9:18 他们虽然铸了一只牛犊、

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
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Neh 9:19 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
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
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
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
当行的路。
Neh 9:20 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
他们、未尝不赐吗哪使他们糊口、
并赐水解他们的渴。
Neh 9:21 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
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
穿破、脚也没有肿。
Neh 9:22 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分赐
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
希实本王之地、和巴珊王噩之地。
Neh 9:23 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
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
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
Neh 9:24 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
你在他们面前制伏那地的居民、
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
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
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
Neh 9:25 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
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
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
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
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
乐。
Neh 9:26 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
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
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
大惹动你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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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h 9:35 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

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
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
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
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Neh 9:28 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
9:29
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 利 18:5
结 20:11
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 结 20:13
结 20:21
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 罗 10:5
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 加 3:12
他们、
Neh 9:29 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
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
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
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
Neh 9:30 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
你的灵藉众先知劝戒他们、他们
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
国之民的手中。
Neh 9:31 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
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
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 神。
Neh 9:32 我们的
神阿、你是至大、
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
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
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
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
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
Neh 9:33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
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信
实a、我们所作的是邪恶。
Neh 9:34 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
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
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

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
美之地上、不事奉你、也不转离
他们的恶行。
Neh 9:36 我们现今作了奴仆、至于
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
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
在这地上作了奴仆。
Neh 9:37 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
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
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
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
Neh 9:38 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
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
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a Neh 9:33 因你所行的是信实 t*yc!u* tm#a$-yK! 和
合本译作因你所行的是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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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Neh 10:1 签名的、是哈迦利亚的儿

子省长尼希米、和西底家、
Neh 10:2 祭司．西莱雅、亚撒利雅、
耶利米、
Neh 10:3 巴施户珥、亚玛利雅、玛
基雅、
Neh 10:4 哈突、示巴尼、玛鹿、
Neh 10:5 哈琳、米利末、俄巴底亚、
Neh 10:6 但以理、近顿、巴录、
Neh 10:7 米书兰、亚比雅、米雅民、
Neh 10:8 玛西亚、璧该、示玛雅。
Neh 10:9 又有利未人．就是亚散尼
的儿子耶书亚、希拿达的子孙宾
内、甲篾．
Neh 10:10 还有他们的弟兄示巴尼、
荷第雅、基利他、毗莱雅、哈难、
Neh 10:11 米迦、利合、哈沙比雅、
Neh 10:12 撒刻、示利比、示巴尼、
Neh 10:13 荷第雅、巴尼、比尼努。
Neh 10:14 又有民的首领．就是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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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摩押、以拦、萨土、巴尼、
Neh 10:15 布尼、押甲、比拜、
Neh 10:16 亚多尼雅、比革瓦伊、亚
丁、
Neh 10:17 亚特、希西家、押朔、
Neh 10:18 荷第雅、哈顺、比赛、
Neh 10:19 哈拉、亚拿突、尼拜、
Neh 10:20 抹比押、米书兰、希悉、
Neh 10:21 米示萨别、撒督、押杜亚、
Neh 10:22 毗拉提、哈难、亚奈雅、
Neh 10:23 何细亚、哈拿尼雅、哈述、
Neh 10:24 哈罗黑、毗利哈、朔百、
Neh 10:25 利宏、哈沙拿、玛西雅、
Neh 10:26 亚希雅、哈难、亚难、
Neh 10:27 玛鹿、哈琳、巴拿。
Neh 10:28 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
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
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 神律法
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
知识能明白的．
Neh 10:29 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
发咒起誓、必遵行 神藉他仆人
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
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
例．
Neh 10:30 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
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Neh 10:31 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
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
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
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
不追讨。
Neh 10:32 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
各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
我们 神殿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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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h 10:33 就是为陈设饼、常献的素

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
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
赎罪祭、以及我们 神殿里一切
的费用。
Neh 10:34 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
百姓、都掣签、看每年是哪一族、
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
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
烧在耶和华我们 神的坛上．
Neh 10:35 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初
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初熟的果
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Neh 10:36 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
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
都奉到我们 神的殿、交给我们
神殿里供职的祭司．
Neh 10:37 并将初熟之麦子所磨的
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初熟的果
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
我们 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
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
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城邑的土
产中当取十分之一。
Neh 10:38 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
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
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
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
我们 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
中。
Neh 10:39 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
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
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
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
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
们 神的殿。
576

FOJC.NET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十一章
Neh 11:9 细基利的儿子约珥是他们

第十一章

的长官．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
耶路撒冷的副官。
Neh 11:10 祭司中、有雅斤、又有约
雅立的儿子耶大雅．
Neh 11:11 还有管理
神殿的西莱
雅、西莱雅是希勒家的儿子、希
勒家是米书兰的儿子、米书兰是
撒督的儿子、撒督是米拉约的儿
子、米拉约是亚希突的儿子．
Neh 11:12 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
供职的、共八百二十二名．又有
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
毗拉利的儿子、毗拉利是暗洗的
儿子、暗洗是撒迦利亚的儿子、
撒迦利亚是巴施户珥的儿子、巴
施户珥是玛基雅的儿子．
Neh 11:13 还有他的弟兄作族长的、
二百四十二名．又有亚萨列的儿
子亚玛帅、亚萨列是亚哈赛的儿
子、亚哈赛是米实利末的儿子、
米实利末是音麦的儿子．
Neh 11:14 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
士、共一百二十八名．哈基多琳
的儿子撒巴第业是他们的长官。
Neh 11:15 利未人中、有哈述的儿子
示玛雅、哈述是押利甘的儿子、
押利甘是哈沙比雅的儿子、哈沙
比雅是布尼的儿子．
Neh 11:16 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
太和约撒拔、管理 神殿的外事。
Neh 11:17 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首
的是米迦的儿子玛他尼、米迦是
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萨的儿子、
又有玛他尼弟兄中的八布迦为
副．还有沙母亚的儿子押大、沙

Neh 11:1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掣签、每十人中使一
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
住在别的城邑。
Neh 11:2 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
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Neh 11:3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
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
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
冷的、记在下面。
Neh 11:4 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
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
乌西雅的儿子亚他雅、乌西雅是
撒迦利雅的儿子、撒迦利雅是亚
玛利雅的儿子、亚玛利雅是示法
提雅的儿子、示法提雅是玛勒列
的儿子．
Neh 11:5 又有巴录的儿子玛西雅、
巴录是谷何西的儿子、谷何西是
哈赛雅的儿子、哈赛雅是亚大雅
的儿子、亚大雅是约雅立的儿子、
约雅立是撒迦利雅的儿子、撒迦
利雅是示罗尼的儿子。
Neh 11:6 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
子孙、共四百六十八名、都是勇
士。
Neh 11:7 便雅悯人中、有米书兰的
儿子撒路、米书兰是约叶的儿子、
约叶是毗大雅的儿子、毗大雅是
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玛西雅
的儿子、玛西雅是以铁的儿子、
以铁是耶筛亚的儿子。
Neh 11:8 其次有迦拜、撒来的子孙、
共九百二十八名。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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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亚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
顿的儿子。
Neh 11:18 在圣城的利未人共二百
八十四名。
Neh 11:19 守门的是亚谷、和达们、
并守门的弟兄、共一百七十二名。
Neh 11:20 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
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Neh 11:21 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西
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
Neh 11:22 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
官、管理 神殿事务的、是歌唱
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
巴尼是哈沙比雅的儿子、哈沙比
雅是玛他尼的儿子、玛他尼是米
迦的儿子。
Neh 11:23 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
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
Neh 11:24 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
示萨别的儿子毗他希雅、辅助王
办理犹大民的事。
Neh 11:25 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
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
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
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
的村庄、
Neh 11:26 耶书亚、摩拉大、伯帕列、
Neh 11:27 哈萨书亚、别是巴和属别
是巴的乡村、
Neh 11:28 洗革拉、米哥拿、和属米
哥拿的乡村、
Neh 11:29 音临门、琐拉、耶末、
Neh 11:30 撒挪亚、亚杜兰、和属这
两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
田地、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十二章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是巴直
到欣嫩谷。
Neh 11:31 便雅悯人、从迦巴起、住
在密抹、亚雅、伯特利、和属伯
特利的乡村。
Neh 11:32 亚拿突、挪伯、亚难雅、
Neh 11:33 夏琐、拉玛、基他音、
Neh 11:34 哈叠、洗编、尼八拉、
Neh 11:35 罗德、阿挪、匠人之谷。
Neh 11:36 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
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

第十二章
Neh 12:1 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

伯、和耶书亚回来的祭司、与利
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西莱雅、
耶利米、以斯拉、
Neh 12:2 亚玛利雅、玛鹿、哈突、
Neh 12:3 示迦尼、利宏、米利末、
Neh 12:4 易多、近顿、亚比雅、
Neh 12:5 米雅民、玛底雅、璧迦、
Neh 12:6 示玛雅、约雅立、耶大雅、
Neh 12:7 撒路、亚木、希勒家、耶大
雅。这些人在耶书亚的时候作祭
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
Neh 12:8 利未人是耶书亚、宾内、
甲篾、示利比、犹大、玛他尼．这
玛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
事。
Neh 12:9 他们的弟兄八布迦、和乌
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
Neh 12:10 耶书亚生约雅金、约雅金
生以利亚实、以利亚实生耶何耶
大、
Neh 12:11 耶何耶大生约拿单、约拿
单生押杜亚。
Neh 12:12 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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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长的、西莱雅族〔或作班下同〕
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
雅．
Neh 12:13 以斯拉族、有米书兰．亚
玛利雅族、有约哈难．
Neh 12:14 米利古族、有约拿单．示
巴尼族、有约瑟．
Neh 12:15 哈琳族、有押拿．米拉约
族、有希勒恺．
Neh 12:16 易多族、有撒迦利亚．近
顿族、有米书兰．
Neh 12:17 亚比雅族、有细基利．米
拿民族．摩亚底族、有毗勒太．
Neh 12:18 璧迦族、有沙母亚．示玛
雅族、有约拿单．
Neh 12:19 约雅立族、有玛特乃．耶
大雅族、有乌西．
Neh 12:20 撒来族、有加莱．亚木族、
有希伯．
Neh 12:21 希勒家族、有哈沙比雅．
耶大雅族、有拿坦业。
Neh 12:22 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实、
耶何耶大、约哈难、押杜亚的时
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
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作族长的
祭司、也记在册上。
Neh 12:23 利未人作族长的、记在历
史上、直到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
难的时候。
Neh 12:24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
雅、示利比、甲篾的儿子耶书亚、
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
人大卫的命令、一班一班地赞美
称谢。
Neh 12:25 玛他尼、八布迦、俄巴底
亚、米书兰、达们、亚谷、是守门
His Faith

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
Neh 12:26 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
耶书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
希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
有职任的。
Neh 12:27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
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
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
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
之礼。
Neh 12:28-29 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
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
吉甲、又从迦巴和押玛弗的田地
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
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
Neh 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
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
墙。
Neh 12:31 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
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
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厂门
行走．
Neh 12:32 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
与犹大首领的一半．
Neh 12:33 又有亚撒利雅、以斯拉、
米书兰、
Neh 12:34 犹大、便雅悯、示玛雅、耶
利米．
Neh 12:35 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
孙、约拿单的儿子撒迦利亚、约
拿单是示玛雅的儿子、示玛雅是
玛他尼的儿子、玛他尼是米该亚
的儿子、米该亚是撒刻的儿子、
撒刻是亚萨的儿子．
Neh 12:36 又有撒迦利亚的弟兄示
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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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艾、拿坦业、犹大、哈拿尼、都
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
拉引领他们。
Neh 12:37 他们经过泉门往前、从大
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
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
Neh 12:38 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
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
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
到宽墙、
Neh 12:39 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
鱼门、哈楠业楼、哈米亚楼、直
到羊门、就在护卫门站住。
Neh 12:40 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
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 神的殿
里．
Neh 12:41 还有祭司以利亚金、玛西
雅、米拿民、米该雅、以利约乃、
撒迦利亚、哈楠尼亚、吹号．
Neh 12:42 又有玛西雅、示玛雅、以
利亚撒、乌西、约哈难、玛基雅、
以拦、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
声歌唱、伊斯拉希雅管理他们。
Neh 12:43 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 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
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
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
Neh 12:44 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
祭、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
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
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分、都收
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
人供职、就欢乐了。
Neh 12:45 祭司利未人遵守
神所
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
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十三章

门的命令、也如此行。
Neh 12:46 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
子、有歌唱的伶长、并有赞美称
谢 神的诗歌。
Neh 12:47 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
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
门的、每日所当得的分供给他们．
又给利未人当得的分．利未人又
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分。

第十三章
Neh 13:1 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

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
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 神的会．
Neh 13:2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
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
咒诅他们．但我们的 神使那咒
诅变为祝福。
Neh 13:3 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
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Neh 13:4 先是蒙派管理我们
神殿
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
雅结亲、
Neh 13:5 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
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
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
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
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
Neh 13:6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
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
告假。
Neh 13:7 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
以利亚实为多比雅在 神殿的
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
Neh 13:8 我甚恼怒、就把多比雅的
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
580

FOJC.NET

尼希米记 (尼) Neh 第十三章
Neh 13:9 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

Neh 13:18 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
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
样行、以致我们 神使一切灾祸
去。
临到我们和这城么。现在你们还
Neh 13:10 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分、
犯安息日、使忿怒越发临到以色
13:26
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 王上 11:1- 列。
11
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
Neh 13:19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
田地去了。
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
Neh 13:11 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
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
弃 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
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
使他们照旧供职。
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
Neh 13:12 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
子进城。
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
Neh 13:20 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
Neh 13:13 我派祭司示利米雅、文士
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
撒督、和利未人毗大雅作库官管
外。
理库房．副官、是哈难、哈难是
Neh 13:21 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
撒刻的儿子、撒刻是玛他尼的儿
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
a
子．这些人都是信实的 、他们的
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
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
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
弟兄。
Neh 13:22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
Neh 13:14 我的
神阿、求你因这事
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
记念我、不要涂抹我为 神的殿、
神阿、求你因这事记念我、照你
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的大慈爱怜恤我。
Neh 13:15 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
Neh 13:23 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
人在安息日醡酒、〔原文作踹酒
娶了亚实突、亚扪、摩押的女子
醡〕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
为妻。
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
Neh 13:24 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
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
亚实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
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
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们。
Neh 13:25 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
Neh 13:16 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
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
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
发、叫他们指着 神起誓、必不
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
Neh 13:17 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
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
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
女儿。
呢。
Neh 13:26 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
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么．在多
a Neh 13:13信实的 <yn]m*a$n\ 和合本译作忠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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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
神所爱、 神立他作以色列全国
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
诱犯罪。
Neh 13:27 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
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 神
呢。
Neh 13:28 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
耶何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伦人
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
他赶出去。
Neh 13:29 我的
神阿、求你记念他
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
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
的约。
Neh 13:30 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
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
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
Neh 13:31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
和初熟的土产。我的 神阿、求
你记念我、施恩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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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记

Est 1:12 王后瓦实提却不肯遵太监

(斯) Est

第一章
Est 1:1 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

1:13-14

拉 7:14
古实统管一百二十七省．
启 1:4
Est 1:2 亚哈随鲁王在书珊城的宫
登基、
Est 1:3 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
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玛代的
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
在他面前．
Est 1:4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
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
许多日、就是一百八十日。
Est 1:5 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书
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
里设摆筵席七日．
Est 1:6 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
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
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
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
Est 1:7 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
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
Est 1:8 喝酒有例、不准勉强人、因
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
随己意。
Est 1:9 王后瓦实提在亚哈随鲁王
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
Est 1:10 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
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
的七个太监米户幔、比斯他、哈
波拿、比革他、亚拔他、西达、甲
迦、
Est 1:11 请王后瓦实提头戴王后的
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
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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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
心如火烧。
Est 1:13-14 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
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玛
代的七个大臣、就是甲示拿、示
达、押玛他、他施斯、米力、玛西
拿、米母干、都是达时务的明哲
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
知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
Est 1:15 王后瓦实提不遵太监所传
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
Est 1:16 米母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
回答说、王后瓦实提、这事不但
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
民．
Est 1:17 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
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
王后瓦实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
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
Est 1:18 今日波斯和玛代的众夫人
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
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忿怒之
端。
Est 1:19 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
波斯和玛代人的例中、永不更改、
不准瓦实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
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
Est 1:20 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
（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
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
Est 1:21 王和众首领都以米母干的
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
Est 1:22 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
族的方言、达于各省、各用本族
的方言通知说、丈夫当在家中作
以斯帖记 (斯) Est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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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a

第二章
Est 2:1 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忿

2:5

怒止息、就想起b瓦实提和他所 拉 2:2
尼 7:7
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
Est 2:2 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
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
Est 2:3 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
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珊城〔或作
宫〕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
监希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
Est 2:4 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
王后、代替瓦实提．王以这事为
美、就如此行。
Est 2:5 书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
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
示每的孙子、睚珥的儿子．
Est 2:6 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将犹大王耶哥尼雅（又名约雅
斤）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末
底改也在其内。
Est 2:7 末底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
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
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
他父母死了、末底改就收他为自
己的女儿。
Est 2:8 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
女子到书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
希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
a Est 1:22 发诏...
El#M#h^ tonyd]m=-lK*-la# <yr]p*s= jl^v=Y]w~
w{novl=K! <u*w` <u^-la#w+ Hb*t*k=K! hn`yd]m=W hn`yd]m=-la#
/ovl=K! rB@d~m=W w{tyb@B= rr}c) vya!-lK* toyh=l!
p .w{Mu^
和合本译作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
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作主、各说本地的
方言。
b Est 2:1 想起 rk^z` 和合本译作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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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该．
Est 2:9 希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
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
得的分、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
服事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
院上好的房屋。
Est 2:10 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
诉人、因为末底改嘱咐他不可叫
人知道。
Est 2:11 末底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
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
并后事如何。
Est 2:12 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
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
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
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
Est 2:13 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
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
都必给他．
Est 2:14 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
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
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
就不再进去见王。
Est 2:15 末底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
就是末底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
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
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希该所派
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
以斯帖的都喜悦他。
Est 2:16 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
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
王．
Est 2:17 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
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
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
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实提．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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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2:18 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

Est 3:6 他们已将末底改的本族告

领和臣仆设摆大筵席、又豁免各
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厚意大颁赏
赐。
Est 2:19 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
末底改坐在朝门。
Est 2:20 以斯帖照着末底改所嘱咐
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
为以斯帖遵末底改的命、如抚养
他的时候一样。
Est 2:21 当那时候、末底改坐在朝
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
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
下手害他．
Est 2:22 末底改知道了、就告诉王
后以斯帖．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名、
报告于王．
Est 2:23 究察这事、果然是实、就把
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
前写于历史上。

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末底改一
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
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末底改
的本族。
Est 3:7 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
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
日月月掣普珥、就是掣签、要定
何月何日为吉、择定了十二月、
就是亚达月。
Est 3:8 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
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
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
与王无益．
Est 3:9 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
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
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
库．
Est 3:10 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
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
米大他的儿子哈曼．
Est 3:11 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
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
意待他们。
Est 3:12 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
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
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
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
又用王的戒指盖印．
Est 3:13 交给驿卒传到王的各省、
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
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
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
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

第三章
Est 3:1 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

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
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
事的一切臣宰。
Est 3:2 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
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惟独末
底改不跪不拜．
Est 3:3 在朝门的臣仆问末底改说、
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
Est 3:4 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末底改的
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
他们自己是犹大人．
Est 3:5 哈曼见末底改不跪不拜、他
就怒气填胸．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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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3:14 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

Est 4:11 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

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
Est 3:15 驿卒奉王命急忙起行、旨
意也传遍书珊城。王同哈曼坐下
饮酒．书珊城的民却都慌乱。

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
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
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
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
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
Est 4:12 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末
底改。
Est 4:13 末底改托人回覆以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
人、得免这祸．
Est 4:14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
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
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
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
会*么。
Est 4:15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
改说、
Est 4:16 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
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
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
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罢。
Est 4:17 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
所吩咐的去行。

4:14*
创 24:12
士 14:4
传 9:11

第四章
Est 4:1 末底改知道所作的这一切

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
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
Est 4:2 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
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
Est 4:3 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
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
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
Est 4:4 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
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
愁．就送衣服给末底改穿、要他
脱下麻衣、他却不受。
Est 4:5 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
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革召来、
吩咐他去见末底改、要知道这是
什么事、是什么缘故．
Est 4:6 于是哈他革出到朝门前的
宽阔处见末底改．
Est 4:7 末底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
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
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Est 4:8 又将所抄写传遍书珊城要
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革、
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
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
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Est 4:9 哈他革回来、将末底改的话
告诉以斯帖．
Est 4:10 以斯帖就吩咐哈他革去见
末底改说、
以斯帖记 (斯) Est 第五章

第五章
Est 5:1 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

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
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
Est 5:2 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
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
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
Est 5:3 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阿、
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
一半、也必赐给你。
Est 5:4 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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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
的筵席。
Est 5:5 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
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
斯帖所预备的筵席．
Est 5:6 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
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
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
你成就。
Est 5:7 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
我有所求、
Est 5:8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
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
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
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
明。
Est 5:9 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
喜地出来．但见末底改在朝门不
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
怒末底改．
Est 5:10 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
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
Est 5:11 哈曼将他富厚的荣耀、众
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
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
Est 5:12 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
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
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
席．
Est 5:13 只是我见犹大人末底改坐
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
我无益。
Est 5:14 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
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
的木架、明早求王将末底改挂在
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
His Faith

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
人作了木架。

第六章
Est 6:1 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

取历史来、念给他听。
Est 6:2 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
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
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末底改
将这事告诉王后。
Est 6:3 王说、末底改行了这事、赐
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
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
Est 6:4 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
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
末底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
上）
Est 6:5 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
说、叫他进来。
Est 6:6 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
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
是我是谁呢。
Est 6:7 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
荣的人、
Est 6:8 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
的御马、
Est 6:9 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
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
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
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
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Est 6:10 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
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
朝门的犹大人末底改去行、凡你
所说的、一样不可缺。
Est 6:11 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末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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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
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
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Est 6:12 末底改仍回到朝门．哈曼
7:10
却忧忧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 伯 5:13
林前 3:19
去了．
诗 7:15
Est 6:13 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
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
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
对他说、你在末底改面前开始败
落了、因为他是从犹大人的后裔
而生、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
面前败落。a
Est 6:14 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
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
帖所预备的筵席。

第七章
Est 7:1 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

帖的筵席．
Est 7:2 这第二次在酒席筵前、王又
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阿、你
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
Est 7:3 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
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
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
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
给我．
Est 7:4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
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

第八章
Est 8:1 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

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
帖。末底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
以斯帖已经告诉王末底改是他
的亲属。
Est 8:2 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
哈曼追回的、给了末底改．以斯
帖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产。
Est 8:3 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
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

a Est 6:13 他的智慧人... (后裔或作子孙,参看
Gen 12:7, 13:15, 24:7 和 Gal 3:16)
ur~Z\m! <a! w{Tv=a! vr\z\w+ wym*k*j& w{l Wrm=aY{w~
wyn`p*l= lP)n+l! t*oLj!h^ rv#a& yk^D(r+m* <yd)WhY+h^
.wyn`p*l= loPT! lopn`-yK! w{l lk^Wt-aO
和合本译作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
你在末底改面前始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
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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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
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
Est 7:5 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
说、擅敢起意如此行的是谁、这
人在哪里呢。
Est 7:6 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
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
就甚惊惶。
Est 7:7 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
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意要加罪
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
命。
Est 7:8 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
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
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
凌辱王后么．这话一出王口、人
就蒙了哈曼的脸。
Est 7:9 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
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
末底改、作了五丈高的木架、现
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
挂在其上。
Est 7:10 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末
底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忿怒
这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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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人的恶谋。
Est 8:4 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
帖就起来、站在王前、
Est 8:5 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
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
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
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
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
曼所传的那旨意。
Est 8:6 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
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
Est 8:7 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
和犹大人末底改说、因哈曼要下
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
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
上。
Est 8:8 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
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
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
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
Est 8:9 三月、就是西弯月、二十三
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末底
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
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
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实一
百二十七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
长首领。
Est 8:10 末底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
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
骑御马圈快马的驿卒传到各处。
Est 8:11-12 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
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
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
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
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
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
His Faith

Est 8:13 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

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
在仇敌身上报仇。
Est 8:14 于是骑快马的驿卒、被王
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
书珊城。
Est 8:15 末底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
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
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书
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
Est 8:16 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
得尊贵。
Est 8:17 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
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
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
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
籍。

第九章
Est 9:1 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

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
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
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
Est 9:2 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
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
们的人．无人能敌挡他们、因为
各族都惧怕他们。
Est 9:3 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
理王事的人、因惧怕末底改、就
都帮助犹大人。
Est 9:4 末底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
遍各省、日渐昌盛。
Est 9:5 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
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
Est 9:6 在书珊城、犹大人杀灭了五
百人．
Est 9:7 又杀巴珊大他、达分、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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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他、
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
9:26
Est 9:8 破拉他、亚大利雅、亚利大
Est 9:19 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
普珥:就是
掣签
他、
人、如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为设
斯 3:7
Est 9:9 帕玛斯他、亚利赛、亚利代、 斯 9:24
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
瓦耶撒他．
Est 9:20 末底改记录这事、写信与
Est 9:10 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
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
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
大人、
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Est 9:21 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
Est 9:11 当日将书珊城被杀的人数、
四十五两日、
呈在王前．
Est 9:22 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
Est 9:12 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
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
人在书珊城杀灭了五百人、又杀
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筵欢
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的各省
乐、彼此馈送礼物、赒济穷人。
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
Est 9:23 于是犹大人、按着末底改
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
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
你成就。
守的守为永例。
Est 9:13 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
Est 9:24 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
你准书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
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
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
害犹大人、掣普珥、就是掣签、
的尸首、挂在木架上。
为要杀尽灭绝他们。
Est 9:14 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
Est 9:25 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
在书珊．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
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
尸首挂起来了。
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
Est 9:15 亚达月十四日、书珊的犹
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
大人又聚集在书珊、杀了三百人．
Est 9:26 照着普珥的名字、犹大人
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就称这两日为普珥日．他们因这
Est 9:16 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
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
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
事、
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
Est 9:27 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
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
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
安。
日、永远不废。
Est 9:17 亚达月十三日、行了这事．
Est 9:28 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
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
代代、记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
的日子．
珥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
Est 9:18 但书珊的犹大人这十三日
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
十四日聚集杀戮仇敌．十五日安
Est 9:29 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
以斯帖记 (斯) Est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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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犹大人末底改以全权写第二
封信、坚嘱犹大人守这普珥日．
a
Est 9:30 用平安信实的话 、写信给
亚哈随鲁王国中一百二十七省
所有的犹大人、
Est 9:31 劝他们按时守这普珥日、
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末底改和
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
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
Est 9:32 以斯帖命定守普珥日．这
事也记录在书上。

10:3*
创 12:7
创 13:15
创 24:7
斯 6:13
加 3:16

第十章
Est 10:1 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

的人民都进贡。
Est 10:2 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
他抬举末底改使他高升的事、岂
不都写在玛代和波斯王的历史
上么。
Est 10:3 犹大人末底改作亚哈随鲁
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
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
好处、向所有他的后裔*说平安
的话b。

a Est 9:30 用平安信实的话 .tm#a$w\ <olv* yr}b=D] 和
合本译作用和平诚实话
b Est 10:3 向所... (后裔或作子孙,参看 Gen
12:7, 13:15, 24:7 和 Gal 3:16)
.w{ur+z~-lk*l= <olv* rb@d)w+
和合本译作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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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
么．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第一章
Job 1:11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
1:1
Job 1:1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代上 1:17 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 神、远离 结 14:14 Job 1:12 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
1:6
恶事。
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
神的众子:
Job 1:2 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诗 29:1
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
诗 89:6
Job 1:3 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
面前退去。
创 6:2
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 伯 2:1 Job 1:13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
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 1:7
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彼前 5:8
至大。
Job 1:14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
1:8
Job 1:4 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 约伯是神 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
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在人和天 Job 1:15 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
使面前所
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 立的预兆: 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惟有我
赛 8:18
一同吃喝。
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赛 20:3
Job 1:5 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 结 4:3
Job 1:16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
结 24:24
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 亚 3:8 来说、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
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 1:9
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惟有
亚 3:1
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
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中弃掉 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1:21
Job 1:17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
创 3:19
Job 1:6 有一天、
神的众子a来侍 诗 90:3 来说、迦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
传 5:15
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 传 12:7 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
提前 6:7
中。
仆人．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
Job 1:7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那里
给你。
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
Job 1:18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
走去、往返而来。
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
Job 1:8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
家里、吃饭喝酒．
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
Job 1:19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 神、
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
远离恶事。
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惟有
Job 1:9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
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畏 神、岂是无故呢。
Job 1:20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
Job 1:10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
了头、伏在地上下拜、
Job 1:21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
a Gen 6:2 神的 <yh!Oa$h* yn}b= 原文作天使们 希
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
伯来文神(<yh!Oa$)前加了定冠词(h*)指具神性的

约伯记

(伯) Job

...

。

人或天使.创 6:2,4, 伯 2:1 同.

约伯记 (伯) Job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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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
应当称颂的。
Job 1:22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
不犯罪、也不以 神为愚妄。
〔或作也不妄评

第二章

神〕

Job 2:1 又有一天、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
犯罪。
Job 2:11 约伯的三个朋友、提幔人
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
琐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
他身上、各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
为他悲伤、安慰他。
2:1
神的众子: Job 2:12 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
诗 29:1
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
诗 89:6
创 6:2
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
2:3
在自己的头上。
哀 3:38
Job 2:13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
2:4
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
创 3:21
因为他极其痛苦。
2:10

神的众子来侍
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
中。
Job 2:2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那里
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
走去、往返而来。
Job 2:3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
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 雅 3:2
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 神、2:11
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 以利法:
创 36:15
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 伯 4:1
伯 15:1
纯正。
伯 22:1
伯 42:7
Job 2:4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
比勒达:
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 伯 8:1
伯 18:1
全性命。
伯 25:1
伯 42:9
Job 2:5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 琐法:
代上:7:35
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伯 11:1
Job 2:6 耶和华对撒但说、他在你手 伯 20:1
伯 42:9
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3:8*
Job 2:7 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 赛 27:1
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
顶、长毒疮。
Job 2:8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
刮身体。
Job 2:9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
守你的纯正么．你弃掉 神、死
了罢。
Job 2:10 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
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
从 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么。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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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Job 3:1 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

的生日、
Job 3:2 说、
Job 3:3 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
胎的那夜、都灭没。
Job 3:4 愿那日变为黑暗．愿
神不
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
上。
Job 3:5 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
密云停在其上．愿日蚀恐吓他。
Job 3:6 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
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数
目。
Job 3:7 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
有欢乐的声音。
Job 3:8 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海
龙a*的、咒诅那夜。
Job 3:9 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
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
光线。〔光线原文作眼皮〕
a Job 3:8 海龙 ./t*y`w+l! 和合本译作鳄鱼;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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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3:10 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

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
Job 3:11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
何不出母腹绝气．
Job 3:12 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
奶哺养我。
Job 3:13 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
Job 3:14 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邱的
君王、谋士、
Job 3:15 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
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
Job 3:16 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
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
的婴孩。
Job 3:17 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
乏人得享安息．
Job 3:18 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
见督工的声音。
Job 3:19 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
主人的辖制。
Job 3:20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
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
生命赐给他呢。
Job 3:21 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
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
Job 3:22 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
其欢喜。
Job 3:23 人的道路既然遮隐、
神
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
他呢。
Job 3:24 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
我唉哼的声音涌出如水。
Job 3:25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
Job 3:26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
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约伯记 (伯) Job 第四章

第四章
Job 4: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Job 4:2 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

么．但谁能忍住不说呢。
Job 4:3 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
固软弱的手。
Job 4:4 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
3:20
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
生命:指着
属血气的 Job 4:5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
生命参看
迷．挨近你、你便惊惶。
传 2:17
诗 63:3
Job 4:6 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
4:1
神么．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
创 36:15
纯正么。
伯 2:11
伯 15:1
Job 4:7 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
伯 22:1
伯 42:7
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
Job 4:8 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
的人、都照样收割。
Job 4:9
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
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
Job 4:10 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
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
也都敲掉。
Job 4:11 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
之子、也都离散。
Job 4:12 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
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Job 4:13 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
人沉睡的时候、
Job 4:14 恐惧、战兢、临到我身、使
我百骨打战。
Job 4:15 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
上的毫毛直立。
Job 4:16 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
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
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Job 4:17 必死的人岂能比
神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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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么。
Job 4:18 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
指他的使者为愚昧．
Job 4:19 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
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
Job 4:20 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
无有、无人理会。
Job 4:21 他帐棚的绳索、岂不从中
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
死。

第五章
Job 5:1 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

4:21
传 12:6

5:13
林前 3:19
斯 7:10

5:17
来 12:5

5:18

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
Job 5:14 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
摸索、如在夜间。
Job 5:15
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
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
Job 5:16 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
孽之辈必塞口无言。
Job 5:17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Job 5:18 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
伤、用手医治。
Job 5:19 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
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
Job 5:20 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
死亡．在争战中、他必救你脱离
刀剑的权力。
Job 5:21 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
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
Job 5:22 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
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
Job 5:23 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
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
Job 5:24 你必知道你帐棚平安、要
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
Job 5:25 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
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
Job 5:26 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
好像禾捆到时收藏。
Job 5:27 这理我们已经考察、本是
如此．你须要听、要知道是与自
己有益。

圣者之中．你转向那一位呢。
耶 1:10
赛 8:14
Job 5:2 忿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
亚 12:3
太 21:44
痴迷人。
Job 5:3 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 5:21
诗 31:20
忽然咒诅他的住处。
箴 2:12
Job 5:4 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
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
Job 5:5 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
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
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
Job 5:6 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
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
Job 5:7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
星飞腾。
Job 5:8 至于我、我必仰望
神、把
我的事情托付他．
Job 5:9 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
不可胜数．
Job 5:10 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
第六章
Job 5:11 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
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
Job 6:1 约伯回答说、
Job 5:12 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
Job 6:2 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
们所谋的、不得成就。
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
Job 5:13 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
Job 6:3 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
His Faith

595

约伯记 (伯) Job 第六章

约伯记 (伯) Job 第六章

的言语急躁。
Job 6:4 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他
的忿怒喝尽了我的灵． 神的惊
吓摆阵攻击我。a
Job 6:5 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
料、岂能吼叫。
Job 6:6 物淡而无盐、岂可吃么、蛋
青有什么滋味呢。
Job 6:7 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
挨近。
Job 6:8 惟愿我得着所求的、愿
神
赐我所切望的．
Job 6:9 就是愿
神把我压碎、伸手
将我剪除。
Job 6:10 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
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
的痛苦中、还可踊跃。
Job 6:11 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
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
Job 6:12 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
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
Job 6:13 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么．
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
么。
Job 6:14 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
不敬畏 神的人、他的朋友、当
以慈爱待他。
Job 6:15 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
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
Job 6:16 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
在其中．
Job 6:17 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
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

Job 6:18 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

河边行．到荒野之地死亡。
Job 6:19 提玛结伴的客旅瞻望、示
巴同伙的人等候。
Job 6:20 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
来到那里便蒙羞。
Job 6:21 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
惊吓的事便惧怕。
Job 6:22 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
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
Job 6:23 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
手么．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么。
Job 6:24 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
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
Job 6:25 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
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
Job 6:26 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
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么。
Job 6:27 你们想为孤儿拈阄、以朋
友当货物。
Job 6:28 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决
不当面说谎。
Job 6:29 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
再转意、我的事有理。
Job 6:30 我的舌上、岂有不义么．我
的口里、岂不辨奸恶么。

第七章
Job 7:1 人在世上岂无争战么．他的

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么。
Job 7:2 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
盼望工价、
Job 7:3 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
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
Job 7:4 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
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
反来覆去、直到天亮。

a Job 6:4 因全... .yn]Wkr+u^y~ H~ola$ yt@WuB! yj!Wr ht*v)
<t*m*j& rv#a& yd]M*u! yD~v^ yX@j! yK!
和合本译作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
灵喝尽了． 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

约伯记 (伯) Job 第七章

596

FOJC.NET

约伯记 (伯) Job 第七章
Job 7:5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

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
破裂。
Job 7:6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
在无指望之中。
Job 7:7 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
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
7:7
Job 7:8 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
一口气:
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 诗 144:4
7:12*
在了。
创 1:21
Job 7:9 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 赛 27:1
阴间也不再上来。
8:1
Job 7:10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 比勒达:
伯 2:11
伯 18:1
也不再认识他。
伯 25:1
Job 7:11 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 伯 42:9
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
哀情。
Job 7:12 我对
神说、我岂是洋海、
*
岂是龙 、你竟囚我在监里呢。a
Job 7:13 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
的榻必分担b我的苦情．
Job 7:14 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
恐吓我．
Job 7:15 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
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Job 7:16 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
任凭我罢．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
Job 7:17 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
将他放在心上、
Job 7:18 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
Job 7:19 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
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
Job 7:20 鉴察人的主阿、我若有罪、
a Job 7:12 我对... .rm*v=m! yl^u* <yc!t*-yK! /yN]T^-<a!
yn]a*-<y`h& 和合本译作我对 神说、我岂是洋海、
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
b Job 7:13 分担 aC*y]! 和合本译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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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
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Job 7:21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
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
土中．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
不在了。

第八章
Job 8:1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Job 8:2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

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
Job 8:3
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
岂能偏离公义。
Job 8:4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
使他们受报应。
Job 8:5 你若殷勤的寻求
神、向全
能者恳求．
Job 8:6 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
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
Job 8:7 你起初虽然微小、终久必甚
发达。
Job 8:8 请你考问前代、追念他们的
列祖所查究的。
Job 8:9（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
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
儿。）
Job 8:10 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
Job 8:11 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
荻没有水岂能生发。
Job 8:12 尚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
比百样的草先枯槁。
Job 8:13 凡忘记
神的人、景况也
是这样．不虔敬人的指望要灭没．
Job 8:14 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
倚靠的是蜘蛛网。
Job 8:15 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
约伯记 (伯) Job 第八章

约伯记 (伯) Job 第八章

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
Job 9:11 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
不能存留。
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
Job 8:16 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
知觉。
爬满了园子。
Job 9:12 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
Job 8:17 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
他、你作什么。
地。
Job 9:13
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
Job 8:18 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
扶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
9:8
太
14:26
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
Job 9:14 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
Job 8:19 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 9:17
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
无故对比:
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
Job 9:15 我虽有义、也不回答他．只
罗 8:28
Job 8:20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 9:22
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
都灭绝对 Job 9:16 我若呼吁 他应允我 我仍
不扶助邪恶人。
、
、
比:
Job 8:21 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约 5:29
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
以欢呼充满你的嘴。
Job 9:17 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
Job 8:22 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
加增我的损伤。
人的帐棚、必归于无有。
Job 9:18 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
容、倒使我满心苦恼。
第九章
Job 9:19 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
Job 9:1 约伯回答说、
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
Job 9:2 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
Job 9:20 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
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
Job 9:3 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
我为弯曲。
也不能回答。
Job 9:21 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
Job 9:4 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
恶我的性命。
谁向 神刚硬而得亨通呢。
Job 9:22 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
Job 9:5 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
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
并不知觉．
绝。
Job 9:6 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
Job 9:23 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
的柱子就摇撼。
戏笑无辜的人遇难。
Job 9:7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
Job 9:24 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
来、又封闭众星。
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
Job 9:8 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
谁呢。
浪之上。
Job 9:25 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
Job 9:9 他造北斗、参星、昴星、并
急速过去、不见福乐。
南方的密宫。
Job 9:26 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
Job 9:10 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
急落抓食的鹰。
事不可胜数。
约伯记 (伯) Job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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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9:27 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

Job 10:8 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

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
Job 9:28 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
必不以我为无辜。
Job 9:29 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
必徒然劳苦呢。
Job 9:30 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
净我的手．
Job 9:31 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
衣服都憎恶我．
Job 9:32 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
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
判。
Job 9:33 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
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
Job 9:34 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
惶威吓我．
Job 9:35 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
在我却不是那样。

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
Job 10:9 求你记念、制造我如抟泥
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么。
Job 10:10 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
使我凝结如同奶饼么。
Job 10:11 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
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
Job 10:12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Job 10:13 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
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
意。
Job 10:14 我若犯罪、你就察看我、
并不赦免我的罪孽。
Job 10:15 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
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
羞愧、眼见我的苦情。
Job 10:16 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
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
Job 10:17 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
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
Job 10:18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
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
Job 10:19 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
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
Job 10:20-21 我的日子不是甚少么．
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
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
以先、可以稍得畅快。
Job 10:22 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
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10:11
创 3:21
伯 10:11

10:12
[诗 63:3]

11:1
琐法:
代上:7:35
伯 2:11
伯 20:1
伯 42:9

第十章
Job 10:1 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

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
我要说话．
Job 10:2 对
神说、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
Job 10:3 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
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
你以为美么。
Job 10:4 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
岂像人查看么。
Job 10:5 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
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
Job 10:6 就追问我的罪孽、寻察我
的罪过么。
Job 10:7 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
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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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11:1 拿玛人琐法回答说、
Job 11:2 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

答么．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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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么。
Job 11:3 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
作声么．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
人叫你害羞么。
Job 11:4 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
你眼前洁净。
Job 11:5 惟愿
神说话、愿他开口
攻击你。
12:4
Job 11:6 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
[太 27:39]
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
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Job 11:7 你考察、就能测透
神么．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么。
Job 11:8 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
作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
什么。
Job 11:9 其量、比地长、比海宽。
Job 11:10 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
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
Job 11:11 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
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
见。
Job 11:12 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
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
Job 11:13 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
手．
Job 11:14 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
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
棚之中。
Job 11:15 那时、你必仰起脸来、毫
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
Job 11:16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
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Job 11:17 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
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
Job 11:18 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
约伯记 (伯) Job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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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
Job 11:19 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
多人向你求恩。
Job 11:20 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
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
气绝。

第十二章
Job 12:1 约伯回答说、
Job 12:2 你们真是子民哪、你们死

亡、智慧也就灭没了。
Job 12:3 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
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
谁不知道呢。
Job 12:4 我这求告
神、蒙他应允
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
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
Job 12:5 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
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
Job 12:6 强盗的帐棚兴旺、惹
神
的人稳固． 神多将财物送到他
们手中。
Job 12:7 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
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
诉你．
Job 12:8 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
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
Job 12:9 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
和华的手作成的呢。
Job 12:10 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
气息、都在他手中。
Job 12:11 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
上膛尝食物么。
Job 12:12 年老的有智慧、寿高的有
知识。
Job 12:13 在
神有智慧和能力．他
有谋略和知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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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12:14 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

就算为你们的智慧。
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
Job 13:6 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
Job 12:15 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
听我口中的分诉。
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
Job 13:7 你们要为
神说不义的话
Job 12:16 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
么、为他说诡诈的言语么。
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
Job 13:8 你们要为
神徇情么、要
13:21
Job 12:17 他把谋士剥衣掳去、又使
为他争论么。
哈 3:16-17
审判官变成愚人。
Job 13:9 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
Job 12:18 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
么．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
子捆他们的腰。
哄他么。
Job 12:19 他把祭司剥衣掳去、又使
Job 13:10 你们若暗中徇情、他必要
有能的人倾败．
责备你们。
Job 12:20 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
Job 13:11 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
夺去老人的聪明。
怕么．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
Job 12:21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
么。
有力之人的腰带。
Job 13:12 你们以为可记念的箴言、
Job 12:22 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
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
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
坚垒是淤泥的坚垒。
Job 12:23 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
Job 13:13 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罢、
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
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当。
Job 12:24 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
Job 13:14 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
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
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
漂流。
Job 13:15 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
Job 12:25 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
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
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
行的。
一样。
Job 13:16 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
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
第十三章
Job 13:17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使
Job 13:1 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
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
都听过、而且明白。
Job 13:18 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
Job 13:2 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
己有义。
并非不及你们。
Job 13:19 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
Job 13:3 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
缄默不言、气绝而亡。
愿与 神理论。
Job 13:20 惟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
Job 13:4 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
我就不躲开你的面．
无用的医生。
Job 13:21 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
Job 13:5 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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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
Job 13:22 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
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
Job 13:23 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
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
愆。
Job 13:24 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
呢。
Job 13:25 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
么．要追赶枯干的碎秸么．
Job 13:26 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
担当幼年的罪孽．
Job 13:27 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并
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为我的脚掌
划定界限。
Job 13:28 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
虫蛀的衣裳。

Job 14:9 及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

14:5
徒 17:26

15:1
创 36:15
伯 2:11
伯 4:1
伯 22:1
伯 42:7

或作改变〕
Job 14:15 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

所作的、你必想念a。
Job 14:16 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
岂不窥察我的罪过么。
Job 14:17 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
也缝严了我的罪孽。
Job 14:18 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
原处。
Job 14:19 水流消磨石头．所流溢的、
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
人的指望。
Job 14:20 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
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
而不回。
Job 14:21 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
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
Job 14:22 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第十四章
Job 14:1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
Job 14:2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
如影、不能存留。
Job 14:3 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么．
又叫我来受审么。
Job 14:4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
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
Job 14:5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
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
限、使他不能越过、
Job 14:6 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
得歇息、直等他像雇工人完毕他
的日子。
Job 14:7 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
芽、嫩枝生长不息、
Job 14:8 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
也死在土中．
约伯记 (伯) Job 第十四章

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
Job 14:10 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
竟在何处呢。
Job 14:11 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
干涸．
Job 14:12 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
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
也不得从睡中唤醒。
Job 14:13 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
于隐密处、等你的忿怒过去、愿
你为我定了日期、记念我。
Job 14:14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等
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被释放

a Job 14:15 你呼叫... .[s)k=t! ;yd\y` hc@u&m^l= ;n\u$a#
yk!n{a*w+ ar`q+T! 和合本译作你呼叫、我便回答．你
手所作的、你必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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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15:18 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

第十五章

传说而不隐瞒的。
Job 15:19（这地惟独赐给他们、并
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Job 15:20 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
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
Job 15:21 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
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
Job 15:22 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
转回．他被刀剑等候。
Job 15:23 他漂流在外求食、说、那
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
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Job 15:24 急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
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Job 15:25 他伸手攻击
神、以骄傲
攻击全能者、
Job 15:26 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厚凸
面、向全能者直闯、
Job 15:27 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
积成肥肉。
Job 15:28 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
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
Job 15:29 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常
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
Job 15:30 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
将他的枝子烧干、因 神口中的
气、他要灭亡．〔灭亡原文作走去〕
Job 15:31 他不用倚靠虚假、欺哄自
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Job 15:32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
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
Job 15:33 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
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
而谢。
Job 15:34 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

Job 15: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Job 15:2 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

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
Job 15:3 他岂可用无益的话、和无
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
Job 15:4 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
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Job 15:5 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
选用诡诈人的舌头。
Job 15:6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
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
是。
Job 15:7 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么．
你受造在诸山之先么。
Job 15:8 你曾听见
神的密旨么．
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么。
Job 15:9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
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
明白的呢。
Job 15:10 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
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
Job 15:11
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
你以为太小么。
Job 15:12 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
的眼为何冒出火星、
Job 15:13 使你的灵反对
神、也任
你的口发这言语。
Job 15:14 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
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
Job 15:15
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
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
Job 15:16 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
如水的世人呢。
Job 15:17 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
述说所看见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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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
烧．
Job 15:35 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
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

Job 16:14 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

士向我直闯。
Job 16:15 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
我的角放在尘土中。
Job 16:16 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
我的眼皮上有死荫。
Job 16:17 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
的祈祷、也是清洁。
Job 16:18 地阿、不要遮盖我的血、
不要阻挡我的哀求。
Job 16:19 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
在上有为我申冤的状子a。
Job 16:20 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
神眼泪汪汪．
Job 16:21 愿人得与
神辩白、如同
人与朋友辩白一样。
Job 16:22 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
往而不返之路。

第十六章
Job 16:1 约伯回答说、
Job 16:2 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

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
Job 16:3 虚空的言语有穷尽么．有
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
Job 16:4 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
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
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
头。
Job 16:5 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
嘴消解你们的忧愁。
Job 16:6 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
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
我么。
Job 16:7 但现在
神使我困倦．使
亲友远离我。
Job 16:8 又抓住我、作见证攻击我．
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
不是。
Job 16:9 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
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
Job 16:10 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
羞辱我、聚会攻击我。
Job 16:11
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
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
Job 16:12 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
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
我为他的箭靶子。
Job 16:13 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
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
我的胆倾倒在地上．
约伯记 (伯) Job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Job 17:1 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

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
Job 17:2 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
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
Job 17:3 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
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
呢。
Job 17:4 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
以你必不高举他们。
Job 17:5 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
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
要失明。
Job 17:6
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
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
Job 17:7 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
a Job 16:19 在上... .<ym!orM=B^ yd]h&c*w+ 和合本译作
在上有我的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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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体好像影儿。
Job 17:8 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
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
Job 17:9 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
手洁的人要力上加力。
Job 17:10 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
辩论罢．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
个智慧人。
Job 17:11 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
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 18:1
比勒达:
Job 17:12 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
伯 2:11
伯 8:1
亮光近乎黑暗。
伯 25:1
伯 42:9
Job 17:13 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
屋．若下榻在黑暗中．
Job 17:14 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
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
Job 17:15 这样、我的指望在那里呢．
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
Job 17:16 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
望必下到阴间的门闩那里了。

第十八章
Job 18:1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Job 18:2 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

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
话。
Job 18:3 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
眼中看作污秽呢。
Job 18:4 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
难道大地为你见弃、磐石挪开原
处么。
Job 18:5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
的火焰、必不照耀。
Job 18:6 他帐棚中的亮光、要变为
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
Job 18:7 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
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
His Faith

Job 18:8 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

中、走在缠人的网罗上。
Job 18:9 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
关必擒获他。
Job 18:10 活扣为他藏在土内、羁绊
为他藏在路上。
Job 18:11 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
并且追赶他的脚跟。
Job 18:12 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
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
Job 18:13 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
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
Job 18:14 他要从所倚靠的帐棚被
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
Job 18:15 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
棚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
Job 18:16 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
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
Job 18:17 他的记念、在地上必然灭
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Job 18:18 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
暗里、必被赶出世界。
Job 18:19 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
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
Job 18:20 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
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
Job 18:21 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
样、此乃不认识 神之人的地步。

第十九章
Job 19:1 约伯回答说、
Job 19:2 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

压碎我、要到几时呢。
Job 19:3 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
苦待我也不以为耻。
Job 19:4 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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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19:5 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

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
Job 19:6 就该知道是 神倾覆我、
用网罗围绕我。
Job 19:7 我因委曲呼叫、却不蒙应
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
Job 19:8
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 19:26
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 诗 17:15
林后 5:6
暗。
腓 1:23
Job 19:9 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 20:1
琐法:
头上的冠冕。
代上:7:35
Job 19:10 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 伯 2:11
伯 11:1
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伯 42:9
Job 19:11 他的忿怒向我发作、以我
为敌人。
Job 19:12 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
战路攻击我、在我帐棚的四围安
营。
Job 19:13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
Job 19:14 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
的密友、都忘记我。
Job 19:15 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
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
中看为外邦人。
Job 19:16 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
他还是不回答。
Job 19:17 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
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
Job 19:18 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
起来、他们都嘲笑我。
Job 19:19 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
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
Job 19:20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
剩牙皮逃脱了。
Job 19:21 我朋友阿、可怜我、可怜
约伯记 (伯) Job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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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 神的手攻击我。
Job 19:22 你们为什么仿佛
神逼
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
Job 19:23 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
都记录在书上．
Job 19:24 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
石上、直存到永远。
Job 19:25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Job 19:26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
在肉体之外得见 神。
Job 19:27 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
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
里面消灭了。
Job 19:28 既然在我里头找着这苦
难的根、你们便说、我们将他赶
走罢。a
Job 19:29 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
这些罪孽惹动忿怒必召刀剑的
刑罚、使你们知道有审判。b

第二十章
Job 20:1 拿玛人琐法回答说、
Job 20:2 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

念叫我回答。
Job 20:3 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
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
Job 20:4 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
人生在地、
Job 20:5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
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么。
a Job 19:28 既然... .yb!-ax*m=n] rb*D` vr\v)w+ w{l-[D`r+N]hm^ Wrm=at) yK! 和合本译作你们若说、我们逼迫
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
b Job 19:29 你们... s .¬/WD}¬v^} /yD]v^ /Wud+T@
/u^m^l= br\j tonw{u& hm*j@-yK! br\j#-yn}P=m! <k#l* WrWG
和合本译作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忿怒惹动
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原文作审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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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20:6 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

Job 20:23 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

虽顶到云中．
Job 20:7 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
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
那里呢。
Job 20:8 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
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
Job 20:9 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
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
Job 20:10 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
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
Job 20:11 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
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
Job 20:12 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藏
在舌头底下、
Job 20:13 爱恋不舍、含在口中．
Job 20:14 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
为酸、在他里面成为虺蛇的恶毒。
Job 20:15 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
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
Job 20:16 他必吸饮虺蛇的毒气．蝮
蛇的舌头也必杀他。
Job 20:17 流奶与蜜之河、他不得再
见。
Job 20:18 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不
得享用．〔原文作吞下〕不能照所
得的财货欢乐。
Job 20:19 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
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或作

神必将猛烈的忿怒降在他身上、
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忿怒
像雨降在他身上。
Job 20:24 他要躲避铁器、铜弓的箭
要将他射透。
Job 20:25 他把箭一抽、就从他身上
出来．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
来．有惊惶临在他身上。
Job 20:26 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
不吹的火、要把他烧灭、要把他
帐棚中所剩下的烧毁。
Job 20:27 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
兴起攻击他。
Job 20:28 他的家产必然过去．
神
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
Job 20:29 这是恶人从
神所得的
分、是 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第二十一章
Job 21:1 约伯回答说、
Job 21:2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

算是你们安慰我。
Job 21:3 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
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罢。
Job 21:4 我岂是向人诉冤呢、我的
灵为何不能忍耐呢a。
Job 21:5 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用
手捂口。
Job 21:6 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
身战兢。
Job 21:7 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
势力强盛呢。
Job 21:8 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

强取房屋不得再建造〕
Job 20:20 他因贪而无厌、所喜悦的

连一样也不能保守。
Job 20:21 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
灭．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
Job 20:22 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必
到狭窄的地步．凡受苦楚的人、
都必加手在他身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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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焦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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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坚立。
Job 21:9 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
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Job 21:10 他们的公牛孳生而不断
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
Job 21:11 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
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
Job 21:12 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
21:18
糠:
箫声欢喜。
诗 1:4
Job 21:13 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 赛 17:13
赛 33:11
下入阴间。
耶 23:28
2:35
Job 21:14 他们对
神说、离开我们 但
何 13:3
太 3:12
罢．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路 3:17
Job 21:15 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事
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 22:1
创 36:15
Job 21:16 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 伯 2:11
伯 4:1
伯 15:1
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
伯 42:7
Job 21:17 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
何尝临到他们呢． 神何尝发怒、
分灾祸给他们呢a。
Job 21:18 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
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
Job 21:19 你们说、
神为恶人的儿
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
报、好使他亲自知道。
Job 21:20 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
亲自饮全能者的忿怒。
Job 21:21 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
本家么。
Job 21:22
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
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
Job 21:23 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
平靖安逸．
Job 21:24 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
a Job 21:17 患难... .w{Pa^B= qL@j^y+ <yl!b*j& <d`ya@
omyl@u* ab)y`w+ 和合本译作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
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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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润。
Job 21:25 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

未尝福乐的滋味。
Job 21:26 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
都被虫子遮盖。
Job 21:27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诬
害我的计谋。
Job 21:28 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那
里．恶人住过的帐棚在那里。
Job 21:29 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
人么．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么。
Job 21:30 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
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
Job 21:31 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
说明．他所作的、有谁报应他呢。
Job 21:32 然而他要被抬到茔地、并
有人看守坟墓。
Job 21:33 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
甜、在他以先去的无数、在他以
后去的更多。
Job 21:34 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
谬、怎么徒然安慰我呢。

第二十二章
Job 22: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Job 22:2 人岂能使

神有益呢．智
慧人但能有益于己。
Job 22:3 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
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
得利呢。
Job 22:4 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
你、审判你么。
Job 22:5 你的罪恶岂不是大么．你
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Job 22:6 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
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
Job 22:7 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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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
Job 22:8 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
贵的人、也住在其中。
Job 22:9 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
断孤儿的膀臂。
Job 22:10 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
22:29
恐惧忽然使你惊惶．
太 23:12
Job 22:11 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
水淹没你。
Job 22:12
神岂不是在高天么．你
看星宿何其高呢。
Job 22:13 你说、 神知道什么．他
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
Job 22:14 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
看见．他周游穹苍。
Job 22:15 你要依从上古的道么．这
道是恶人所行的．
Job 22:16 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
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
Job 22:17 他们向
神说、离开我们
罢．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
样呢。
Job 22:18 那知
神以美物充满他
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
好远。
Job 22:19 义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
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
Job 22:20 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
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
Job 22:21 你要认识
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Job 22:22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
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Job 22:23 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
棚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
Job 22:24 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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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
之间．
Job 22:25 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
作你的宝银。
Job 22:26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
向 神仰起脸来。
Job 22:27 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
你也要还你的愿。
Job 22:28 你定意要作何事、必然给
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Job 22:29 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
必得高升．谦卑的人 神必然拯
救。
Job 22:30 人非无辜、
神且要搭救
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

第二十三章
Job 23:1 约伯回答说、
Job 23:2 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

我的责罚比我的唉哼还重。
Job 23:3 惟愿我能知道在那里可以
寻见 神、能到他的台前．
Job 23:4 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
陈明、满口辩白。
Job 23:5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Job 23:6 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么．
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
Job 23:7 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
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
判我的。
Job 23:8 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
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
Job 23:9 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
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
他。
Job 23:10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约伯记 (伯) Job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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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Job 23:11 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
守他的道、并不偏离。
Job 23:12 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
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
我需用的饮食。
Job 23:13 只是他心志已定、谁能使
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
出来。
Job 23:14 他向我所定的、就必作成．
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
Job 23:15 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
思念这事、便惧怕他。
Job 23:16
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
我惊惶。
Job 23:17 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
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

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
Job 24:10 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
且因饥饿扛抬禾捆。
Job 24:11 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
醡酒、自己还口渴。
Job 24:12 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唉哼、
受伤的人哀号． 神却不理会那
恶人的愚妄。
Job 24:13 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
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
Job 24:14 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
苦穷乏人．夜间又作盗贼。
Job 24:15 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
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
Job 24:16 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
藏、并不认识光明。
Job 24:17 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
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
Job 24:18 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
飘去．他们所得的分在世上被咒
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
Job 24:19 干旱炎热消没雪水．阴间
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
Job 24:20 怀他的母〔原文作胎〕要
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
他不再被人记念．不义的人必如
树折断。
Job 24:21 他恶待〔或作他吞灭〕不怀
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
Job 24:22 然而
神用能力保全有
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
兴起。
Job 24:23
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
有所倚靠． 神的眼目也看顾他
们的道路。
Job 24:24 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

第二十四章
Job 24:1 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

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
Job 24:2 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
而牧养。
Job 24:3 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
寡妇的牛为当头。
Job 24:4 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
上的贫民尽都隐藏。
Job 24:5 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
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
着野地给儿女糊口．
Job 24:6 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
取恶人余剩的葡萄．
Job 24:7 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
毫无遮盖．
Job 24:8 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
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
Job 24:9 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
约伯记 (伯) Job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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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
与众人一样．又如谷穗被割。
Job 24:25 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
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
呢。

其上．
Job 26:10 在水面的周围划出界限、

第二十五章
Job 25:1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
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
Job 25:3 他的诸军、岂能数算．他的
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
Job 25:4 这样在
神面前、人怎能
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
Job 25:5 在
神眼前、月亮也无光
亮、星宿也不清洁．
Job 25:6 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
人呢。
Job 25:2

25:1
比勒达:
伯 2:11
伯 8:1
伯 18:1
伯 42:9

26:12*
伯 9:13
诗 87:4
诗 89:10
赛 30:7
赛 51:9

26:14
赛 45:15
约 21:25

第二十七章
Job 27:1 约伯接着说、

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
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
神起誓、
Job 27:3（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
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
内）
Job 27:4 我的嘴决不说非义之言、
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Job 27:5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
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Job 27:6 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
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Job 27:7 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
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
一般。
Job 27:2

第二十六章
Job 26:1 约伯回答说、
Job 26:2 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

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
拯救。
Job 26:3 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
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
Job 26:4 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
灵从你而出。
Job 26:5 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
战兢。
Job 26:6 在
神面前阴间显露、灭
亡也不得遮掩。
Job 26:7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
大地悬在虚空．
Job 26:8 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
破裂。
Job 26:9 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
His Faith

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
Job 26:11 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
惊奇。
Job 26:12 他以能力搅动大海、〔搅
动或作平静〕他藉知识打伤拉哈
伯*．
Job 26:13 藉他的灵使天有妆饰．他
的手刺杀快蛇。
Job 26:14 看哪、这不过是
神工作
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
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
明透呢。a

a Job 26:14 看哪... s ./n`oBt=y] ym! w{tr`WbG+ <u^r~w+
w{B-um^v=n] rb*D` Jm#V@-hm^W w{Kr+D~ toxq+ hL#a@-/h# 原
文或作看哪、我所诉说的这一切不过是 神工
作的及小的一部份．我们从他那里听到的就如
耳边的细语是何等的细微何等的少．更何况他
大能的雷声谁能明白测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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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27:8 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

Job 28:2 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
望呢。
Job 27:9 患难临到他、
神岂能听
他的呼求。
Job 27:10 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
求告 神呢。
Job 27:11
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
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
Job 27:12 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
全然变为虚妄呢。
Job 27:13
神为恶人所定的分、强
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报原
文作产业〕乃是这样．
Job 27:14 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
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
Job 27:15 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
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
Job 27:16 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
备衣服如泥土．
Job 27:17 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
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
Job 27:18 他建造房屋如虫作窝、又
如守望者所搭的棚。
Job 27:19 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
殓．转眼之间就不在了。
Job 27:20 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
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
Job 27:21 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
开本处。
Job 27:22
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
情．他恨不得逃脱 神的手。
Job 27:23 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叱
声、使他离开本处。

镕化。
Job 28:3 为黑暗定界限、他查究石
头的幽暗与死亡的阴翳、直到极
处．a
Job 28:4 从无人寄居之地涌出江河、
就是从那高傲的人都不敢涉足
之地涌出来。b
Job 28:5 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
像被火翻起来。
Job 28:6 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
有金沙。
Job 28:7 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
鹰眼也未见过．
Job 28:8 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
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
Job 28:9 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
根。
Job 28:10 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
看见各样宝物。
Job 28:11 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
藏的物显露出来。
Job 28:12 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
明之处在那里呢。
Job 28:13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
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
Job 28:14 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
说、不在我中。
Job 28:15 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
能平白银为他的价值。
Job 28:16 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
a Job 28:3为黑... .tw\m*l=x^w+ lp#a) /b#a# rq}oj aWh
tyl!k=T^-lk*l=W Ev#j)l^ <c* Jq}
和合本译作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
石头、直到极处．
b Job 28:4 从无... .Wun` vona$m@ WLD~ lg\r`-yN]m! <yj!
K*v=N]h^ rG`-<u!m@ lj^n~ Jr~P* 和合本译作在无人居住
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
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

第二十八章
Job 28:1 银子有矿、炼金有方。

约伯记 (伯) Job 第二十八章

612

FOJC.NET

约伯记 (伯) Job 第二十八章

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
Job 28:17 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
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
Job 28:18 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
慧的价值胜过珍珠。〔或作红宝

儿女都环绕我．
Job 29:6 奶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
我出油成河。
Job 29:7 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
座位、
Job 29:8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
人也起身站立．
Job 29:9 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
口．
Job 29:10 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
上膛。
Job 29:11 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
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
Job 29:12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
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Job 29:13 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
也使寡妇心中欢乐。
Job 29:14 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
为外袍和冠冕。
Job 29:15 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
Job 29:16 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
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
Job 29:17 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
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
Job 29:18 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
〔原文作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
多如尘沙．
Job 29:19 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
夜沾在我的枝上．
Job 29:20 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
的弓在手中日强。
Job 29:21 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
候我的指教。
Job 29:22 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
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
上。

石〕
Job 28:19 古实的红璧玺、不足与比

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
Job 28:20 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
处在那里呢。
Job 28:21 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
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
Job 28:22 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
其名。
Job 28:23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
得智慧的所在。
Job 28:24 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
普天之下．
Job 28:25 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
水。
Job 28:26 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
定道路。
Job 28:27 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
说．他坚定、并且查究。
Job 28:28 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
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第二十九章
Job 29:1 约伯又接着说、
Job 29:2 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

分、如 神保守我的日子。
Job 29:3 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
我藉他的光行过黑暗。
Job 29:4 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
我在帐棚中． 神待我有密友之
情．
Job 29:5 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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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29:23 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

张开口如切慕春雨。
Job 29:24 我笑他们、他们便惶恐
〔惶恐原文作不相信〕．我脸上的
光、他们无法躲避。a
Job 29:25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坐
首位．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
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

第三十章
Job 30:1 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

30:29*

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 赛 34:13
和合本译
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
作野狗,参
看:
Job 30:2 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尼 2:13
其手之力与我何益呢。
31:1
Job 30:3 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 太 5:28
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龈干
燥之地．
Job 30:4 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腾
的根为他们的食物。〔罗腾小树名
松类〕
Job 30:5 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

喊他们如贼一般、
Job 30:6 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
在地洞和岩穴中．
Job 30:7 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
聚集。
Job 30:8 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
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
Job 30:9 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
以我为笑谈。
Job 30:10 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
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
Job 30:11 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
a Job 29:24 我笑... ./WlyP!y~ aO yn~P* roaw+ Wnym!a&y~
aO <h#la
@ & qj^c=a# 和合本译作他们不敢自信、我
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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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面前脱去辔头。
Job 30:12 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
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
击我。
Job 30:13 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
的道、加增我的灾。
Job 30:14 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
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
Job 30:15 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
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
Job 30:16 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
的日子将我抓住。
Job 30:17 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
疼痛不止、好像龈我。
Job 30:18 因
神的大力、我的外衣
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
缠住。
Job 30:19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
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
Job 30:20 主阿、我呼求你、你不应
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
Job 30:21 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
又用大能追逼我．
Job 30:22 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
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
Job 30:23 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
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
Job 30:24 然而人仆倒、岂不伸手．
遇灾难、岂不求救呢。
Job 30:25 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
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
Job 30:26 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
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
Job 30:27 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
日子临到我身。
Job 30:28 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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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我面发黑并非因日晒〕我在

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
Job 31:14
神兴起、我怎样行呢．
他察问、我怎样回答呢。
Job 31:15 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
他么．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
不是一位么。
Job 31:16 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
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
Job 31:17 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
儿没有与我同吃．
Job 31:18（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
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
助寡妇．〔扶助原文作引领〕）
Job 31:19 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
见穷乏人身无遮盖．
Job 31:20 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
得暖、为我祝福．
Job 31:21 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
我的、举手攻击孤儿．
Job 31:22 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
脱落、我的膀臂从羊矢骨折断。
Job 31:23 因
神降的灾祸、使我恐
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
Job 31:24 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精
金说、你是我的倚靠．
Job 31:25 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
多得资财而欢喜．
Job 31:26 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
在空中、
Job 31:27 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
手．
Job 31:28 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
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 神。
Job 31:29 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
喜、见他遭灾便高兴．
Job 31:30（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

会中站着求救。
*
Job 30:29 我与龙 为弟兄、与鸵鸟为
同伴。
Job 30:30 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
骨头因热烧焦。
Job 30:31 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
我的箫声变为哭声。

第三十一章
Job 31:1 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

瞻望处女呢。
Job 31:2 从至上的
神所得之分、
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
呢。
Job 31:3 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
灾害临到作孽的呢。
Job 31:4
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
数点我的脚步呢。
Job 31:5 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
随诡诈．
Job 31:6 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
使 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
Job 31:7 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
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
粘在我手上．
Job 31:8 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
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
Job 31:9 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
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
Job 31:10 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
磨、别人也与他同室。
Job 31:11 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
当罚的罪孽。
Job 31:12 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
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
Job 31:13 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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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命）
Job 31:31 若我帐棚的人未尝说、谁
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
Job 31:32（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
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
人．）
Job 31:33 我若像亚当〔亚当或作别
人〕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
怀中、
Job 31:34 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
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
杜门不出．
Job 31:35 惟愿有一位肯听我、（看
哪、在这里有我所划的押、愿全
能者回答我）
Job 31:36 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
在我这里我必带在肩上、又绑在
头上为冠冕．
Job 31:37 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
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
Job 31:38 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
喊冤、犁沟一同哭泣．
Job 31:39 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
值、或叫原主丧命．
Job 31:40 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
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
了。

Job 32:4 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

32:2
以利户:
伯 32:6
伯 34:1
伯 35:1
伯 36:1

第三十二章
Job 32:1 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

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
Job 32:2 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
迦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
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 神为义。
Job 32:3 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
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
仍以约伯为有罪。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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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
Job 32:5 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
话回答、就怒气发作。
Job 32:6 布西人巴拉迦的儿子以利
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
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
的意见。
Job 32:7 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寿
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
Job 32:8 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
的气使人有聪明。
Job 32:9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寿高
的不都能明白公平。
Job 32:10 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
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
Job 32:11 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
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
的辩论、
Job 32:12 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
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
Job 32:13 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
智慧． 神能胜他、人却不能。
Job 32:14 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
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
Job 32:15 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
不发。
Job 32:16 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
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
Job 32:17 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
陈说我的意见。
Job 32:18 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
面的灵激动我。
Job 32:19 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
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袋快要破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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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32:20 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

Job 33:14 其实

神说了、一次、两
次、世人却不理会。c
Job 33:15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
Job 33:16 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
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Job 33:17 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
不行骄傲的事．〔原文作将骄傲向

要开口回答。
Job 32:21 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
奉承人。
Job 32:22 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
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

第三十三章
Job 33:1 约伯阿、请听我的话、留心

人隐藏〕

听我一切的言语。
Job 33:2 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
Job 33:3 我正直的心要倾诉．我洁
净的嘴唇要诉说知识。a
Job 33:4
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
气使我得生。
Job 33:5 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
我面前陈明。
Job 33:6 我在
神面前与你一样、
也是用土造成。
Job 33:7 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
用势力重压你。
Job 33:8 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
见你的言语、说、
Job 33:9 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
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
Job 33:10
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
为仇敌、
Job 33:11 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
我一切的道路。
Job 33:12 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
理．因 神比世人更大。
Job 33:13 你为何与他争论说、他所
有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呢。b

Job 33:18 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

33:14
罗 1:19

33:15-18
创 20:3
太 27:19

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c Job 33:14 其实... .hN`r\Wvy+ aO <y]T^v=b!W la@rB#d~y+ tj^a^b=-yK! 和合本译作 神说、一次、两次、
世人却不理会。
d Job 33:23 一千... .w{rv=y` <d`a*l= dyG]h^l= [l#a*-yN]m!
dj*a# Jyl!m@ Ea*l=m^ wyl*u* vy}-<a! 和合本译作一千
天使中、若有一个作传话的、与 神同在、指示
人所当行的事．
e Job 33:24 求 神... .rp#k) yt!ax*m* tj^v* td\r\m@
Whu@d`P= rm#aY{w~ WNN\j%y+w~ 和合本译作 神就给他开
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

a Job 33:3 我正... .WlL@m! rWrB* yt^p*c= tu^d~w+ yr`m*a&
yB!l!-rv#y{ 和合本译作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
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
b Job 33:13 你为... .hn\u&y~-aO wyr`b*D+-lk* yK! t*obyr]
wyl*a@ u~WDm^ 和合本译作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

His Faith

在刀下。
Job 33:19 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
不住的疼痛．
Job 33:20 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
厌恶美味。
Job 33:21 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
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
Job 33:22 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
生命近于灭命的。
Job 33:23 一千使者中、若有一个作
中保的〔原文作传译的〕、与他同
在、指示人行正直的事．d
Job 33:24 求
神给他开恩、说、救
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为他找到
了赎价。e
Job 33:25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
嫩．他就反老还童。
Job 33:26 他祷告
神、 神就喜悦
他、使他欢呼朝见 神的面．

617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十三章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十三章

神又看他为义。
Job 33:27 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
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
Job 33:28
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
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
Job 33:29
神两次、三次、向人行
这一切的事．
Job 33:30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
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
Job 33:31 约伯阿、你当侧耳听我的
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
Job 33:32 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
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是。
34:1
Job 33:33 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
以利户:
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伯 32:6

第三十四章

伯 35:1
伯 36:1

Job 34:1 以利户又说、
Job 34:2 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
Job 34:3 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
上膛尝食物。
Job 34:4 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
知道何为善。
Job 34:5 约伯曾说、我是公义、
神
夺去我的理．
Job 34:6 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
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
治。
Job 34:7 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
水呢。
Job 34:8 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
同行。
Job 34:9 他说、人以
神为乐、总是
无益。
Job 34:10 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
我的话． 神断不至行恶、全能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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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断不至作孽。
Job 34:11 他必按人所作的报应人、
使各人照所行的得报。
Job 34:12
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
不偏离公平。
Job 34:13 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
界呢。
Job 34:14 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
收归自己．
Job 34:15 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
亡、世人必仍归尘土。
Job 34:16 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
Job 34:17 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
权么．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
岂可定他有罪么。
Job 34:18 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
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
Job 34:19 他待王子不徇情面、也不
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
是他手所造。
Job 34:20 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
Job 34:21
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
看明人的脚步。
Job 34:22 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
孽的藏身。
Job 34:23
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
他面前、再三鉴察。
Job 34:24 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
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
Job 34:25 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
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
Job 34:26 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
如同击打恶人一样。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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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34:27 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

也不留心他的道．
Job 34:28 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
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
声。
Job 34:29 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
〔或作定罪〕呢、他掩面谁能见他
呢．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
此．
Job 34:30 使不虔敬的人不得作王、
免得有人牢笼百姓。
Job 34:31 有谁对
神说、我受了责
罚、不再犯罪．
Job 34:32 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
我．我若作了孽、必不再作。
Job 34:33 他施行报应、岂是随你的
心愿、由得你推辞不受或是由你
选定的么．至于我则不敢如此．
你所知道的只管说罢。a
Job 34:34 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
慧人、必对我说、
Job 34:35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
中毫无智慧。
Job 34:36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
回答像恶人一样。
Job 34:37 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
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
神。

35:1
以利户:
伯 32:6
伯 34:1
伯 36:1

第三十五章
Job 35:1 以利户又说、

第三十六章

Job 35:2 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

公义胜于 神的公义、
Job 35:3 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

Job 36:1 以利户又接着说、
Job 36:2 你再容我片时、我就指示

你．因我还有话为 神说。
Job 36:3 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
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

a Job 34:33 他施... .rB@d~ T*u=d~y`-hm^W yn]a*-aOw+ rj^b=t!
hT*a^-yK! T*s=a^m*-yK! hN`m#l=v^y+ ;M=u!m@h^ 和合本译作
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么。
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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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Job 35:4 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
的朋友。
Job 35:5 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
于你的穹苍。
Job 35:6 你若犯罪、能使
神受何
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 神
受何损呢。
Job 35:7 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
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
呢。
Job 35:8 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
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
Job 35:9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
受能者的辖制〔辖制原文作膀臂〕
便求救、
Job 35:10 却无人说、造我的
神在
那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Job 35:11 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Job 35:12 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
傲呼求、却无人答应。
Job 35:13 虚妄的呼求、
神必不垂
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
Job 35:14 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罢。
Job 35:15 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
罚、也不甚理会狂傲．
Job 35:16 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
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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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36:4 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

财〕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

识全备的与你同在。
Job 36:5
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
他的智慧甚广。
Job 36:6 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
为困苦人伸冤。
Job 36:7 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
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
Job 36:8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
难的绳索缠住．
Job 36:9 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
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
的行动。
Job 36:10 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
36:15
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赛 38:17
Job 36:11 他们若听从事奉他、就必 36:33
耶 8:7
度日亨通、历年福乐。
Job 36:12 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
无知无识而死。
Job 36:13 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
怒气． 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
求救．
Job 36:14 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
人一样丧命。
Job 36:15
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
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
耳朵。
Job 36:16
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
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
上的、必满有肥甘。
Job 36:17 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
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
Job 36:18 不可容忿怒触动你、使你
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
行。
Job 36:19 你的呼求、〔呼求或作资

验、叫你不受患难么。
Job 36:20 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
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
Job 36:21 你要谨慎、不可转向罪孽、
因为转向他、便是选择苦难。a
Job 36:22
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
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
Job 36:23 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
你所行的不义。
Job 36:24 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
的为大、就是人所歌颂的。
Job 36:25 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
人也从远处观看。
Job 36:26
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
他的年数不能测度。
Job 36:27 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
雾中就变成雨．
Job 36:28 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与
世人。
Job 36:29 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
和 神行宫的雷声呢。
Job 36:30 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
四围．他又遮覆海底。
Job 36:31 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
丰富的粮食。
Job 36:32 他双手覆满电光、使被闪
电击中的人向他求情。b
Job 36:33 他发巨响向牲畜指明将
要兴起的忿怒。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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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b 36:21 你要...
.yn]u)m@ T*r+j^B* hz\-lu^-yK! /w\a*-la# /p#T@-la^ rm#V*h!
和合本译作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
罪孽、过于选择苦难。
b Job 36:32 他双... .u~yG]p=m^b= h*yl#u* wx^y+w~ roa-hS*K!
<y]P^K^-lu^ 和合本译作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
中敌人。〔或作中了靶子〕
c Job 36:33 他发... .hl#ou-lu^ [a^ hn\q+m! w{ur} wyl*u*
dyG]y~ 和合本译作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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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37:18 你岂能与

第三十七章
Job 37:1 因此我心战兢、从原处移

动。
Job 37:2 听阿、

神轰轰的声音、是
他口中所发的响声。
Job 37:3 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
光闪到地极。
Job 37:4 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
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
Job 37:5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
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
Job 37:6 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
37:5
约 7:37
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
启 10:4
Job 37:7 他封住各人的手、叫所造 伯 40:9
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
38:2
太 23:17
Job 37:8 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
Job 37:9 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
北方。
Job 37:10
神嘘气成冰、宽阔之水
也都凝结。
Job 37:11 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
电光之云．
Job 37:12 这云、是藉他的指引、游
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
切所吩咐的。
Job 37:13 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
为施行慈爱。
Job 37:14 约伯阿、你要留心听．要
站立思想 神奇妙的作为。
Job 37:15
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
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么。
Job 37:16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
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么。
Job 37:17 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
就如火热、你知道么。
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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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铺穹苍
么．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
子。
Job 37:19 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
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
Job 37:20 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
岂有人自愿灭亡么。
Job 37:21 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
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
晴。
Job 37:22 金光出于北方．在
神那
里有可怕的威严。
Job 37:23 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
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Job 37:24 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
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第三十八章
Job 38:1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

约伯说、
Job 38:2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
旨意暗昧不明、
Job 38:3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Job 38:4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
在那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罢。
Job 38:5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
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Job 38:6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
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Job 38:7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
神
的众子也都欢呼。
Job 38:8 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
谁将他关闭呢．
Job 38:9 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
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十八章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十八章
Job 38:10 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闩、
Job 38:11 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

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Job 38:12 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
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
Job 38:13 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
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么。
Job 38:14 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
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
Job 38:15 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
臂也必折断。
Job 38:16 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
38:23
的隐密处行走么。
赛 45:7
Job 38:17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么．
38:41
死荫的门、你曾见过么。
太 6:26
Job 38:18 地的广大、你能明透么．
你若全知道、只管说罢。
Job 38:19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
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Job 38:20 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
室之路么。
Job 38:21 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
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
Job 38:22 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
仓么。
Job 38:23 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
打仗和争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Job 38:24 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
何路分散遍地。
Job 38:25 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
开路．
Job 38:26 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
居住的旷野．
Job 38:27 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
足、青草得以发生。
Job 38:28 雨有父么、露水珠、是谁
约伯记 (伯) Job 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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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呢。
Job 38:29 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
是谁生的呢。
Job 38:30 诸水坚硬〔或作隐藏〕如
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
Job 38:31 你能系住昴星的结么、能
解开参星的带么。
Job 38:32 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么、
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么．
〔星原文作子〕
Job 38:33 你知道天的定例么、能使

地归在天的权下么。
Job 38:34 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使
倾盆的雨遮盖你么。
Job 38:35 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Job 38:36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
聪明赐于心内。
Job 38:37-38 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
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
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
Job 38:39-40 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
壮狮子在隐密处埋伏、你能为他
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么。
Job 38:41 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
飞去、哀告 神．那时、谁为他
预备食物呢。

第三十九章
Job 39:1 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

你知道么．母鹿下犊之期你能察
定么．
Job 39:2 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
算么．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么．
Job 39:3 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
掉疼痛。
Job 39:4 这子渐渐肥壮、在荒野长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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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去而不回。
Job 39:5 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
开快驴的绳索。
Job 39:6 我使旷野作他的住处、使
咸地当他的居所。
Job 39:7 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
赶牲口的喝声。
Job 39:8 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
各样青绿之物。
Job 39:9 野牛岂肯服事你．岂肯住
在你的槽旁。
Job 39:10 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笼
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耙山谷
之地。
Job 39:11 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
40:9
他、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作么。 伯 37:5
约 7:37
Job 39:12 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
启 10:4
运到家、又收聚你禾场上的谷么。
Job 39:13 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岂
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么。
Job 39:14 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
土中、使得温暖．
Job 39:15 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
野兽践踏。
Job 39:16 他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
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
惧怕．
Job 39:17 因为
神使他没有智慧、
也未将悟性赐给他。
Job 39:18 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
嗤笑马和骑马的人。
Job 39:19 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么．
他颈项上飘动的鬃a、是你给他
披上的么．
Job 39:20 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么．
a Job 39:19 飘动的鬃 .hm*u=r~ 和合本译作挓挲的
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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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
Job 39:21 他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
他出去迎接佩带兵器的人。
Job 39:22 他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
惶、也不因刀剑退回。
Job 39:23 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
在他身上铮铮有声。
Job 39:24 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
下．一听角声就不耐站立。
Job 39:25 角每发声、他说、呵哈．他
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
发雷声、和兵丁呐喊。
Job 39:26 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
直向南、岂是藉你的智慧么。
Job 39:27 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
岂是听你的吩咐么。
Job 39:28 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
固之所为家．
Job 39:29 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
远观望。
Job 39:30 他的雏也咂血．被杀的人
在那里、他也在那里。

第四十章
Job 40:1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
Job 40:2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

论么．与 神辩驳的、可以回答
这些罢。
Job 40:3 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Job 40:4 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
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
Job 40:5 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
了两次、就不再说。
Job 40:6 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
约伯、说、
Job 40:7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约伯记 (伯) Job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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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40:8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第四十一章

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么。
Job 40:9 你有
神那样的膀臂么．
你能像他发雷声么。
Job 40:10 你要以荣耀庄严为妆饰、
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Job 40:11 要发出你满溢的怒气、见
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
Job 40:12 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
伏、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Job 40:13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
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密处．
Job 40:14 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
41:1*
赛 27:1
己。
a
Job 40:15 你且观看巨龙 ．我造你也 41:11
诗 50:12
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
Job 40:16 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
肚腹的筋上。
Job 40:17 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
大腿的筋互相联络。
Job 40:18 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
肢体仿佛铁棍。
Job 40:19 他在
神所造的物中为
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
Job 40:20 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
兽游玩之处。
Job 40:21 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
苇隐密处、和水洼子里。
Job 40:22 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
的柳树环绕他。
Job 40:23 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
是约但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
安然。
Job 40:24 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
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
a Job 40:15巨龙 tomh@b= (据 Job 40:15-24 的描述
可能是雷龙 Brontosaurus) 和合本译作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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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41:1 你能用鱼钩钓上海龙

b*

么、

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么。
Job 41:2 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么、
能用钩穿他的腮骨么。
Job 41:3 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
和的话么．
Job 41:4 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
永远作奴仆么。
Job 41:5 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么．
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么。
Job 41:6 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
货物么、能把他分给商人么。
Job 41:7 你能用倒钩枪扎满他的皮、
能用鱼叉叉满他的头么。
Job 41:8 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
争战、就不再这样行罢。
Job 41:9 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
一见他、岂不丧胆么。
Job 41:10 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
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
住呢。
Job 41:11 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
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Job 41:12 论到海龙的肢体、和其大
力、并美好的骨格、我不能缄默
不言。c
Job 41:13 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
他上下牙骨之间呢。
Job 41:14 谁能开他的腮颊．他牙齿
四围是可畏的。
Job 41:15 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
b Job 41:1 海龙 /t*y`w+l! (据 Job 41:1-34 的描述可
能是沧龙 Mosasaurus) 和合本译作鳄鱼
c Job 41:12 论到...
.w{Kr+u# /yj!w+ torWbG+-rb^d+W wyD`B^ vyr]j&a^¬-w{l}-aO
和合本译作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
的骨格、我不能缄默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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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合闭、封得严密。
Job 41:16 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
不得透入其间．
Job 41:17 都是互相联络、胶结不能
分离。
Job 41:18 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
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光线

样无所惧怕．
Job 41:34 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
他是骄傲之子的王。a

原文作眼皮〕

的旨意不能拦阻。
Job 42:3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
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
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
知道的。
Job 42:4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
你、求你指示我。
Job 42: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
眼看见你。
Job 42:6 因此我厌恶自己、〔自己或
作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
悔。
Job 42:7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
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
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
说的是。
Job 42:8 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
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
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
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Job 42:9 于是提幔人以利法、书亚
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照着耶
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
纳约伯。

第四十二章
Job 42:1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Job 42:2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

Job 41:19 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

把、与飞迸的火星。
Job 41:20 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
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
Job 41:21 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
从他口中发出。
Job 41:22 他颈项中存着劲力、在他
面前的都恐吓蹦跳。
Job 41:23 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
其身、不能摇动。
Job 41:24 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
磨石那样结实。
Job 41:25 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
心里慌乱、便都昏迷。
Job 41:26 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
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
Job 41:27 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
木。
Job 41:28 箭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
弹石在他看为碎秸。
Job 41:29 棍棒算为禾秸．他嗤笑短
枪飕的响声。
Job 41:30 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
钉耙经过淤泥。
Job 41:31 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
海如锅中的膏油。
Job 41:32 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
想深渊如同白发。
Job 41:33 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
His Faith

42:2
太 19:26

42:6
约 12:25

42:7
伯 42:1-6
以利法:
创 36:15
伯 2:11
伯 4:1
伯 15:1
伯 22:1

42:9
比勒达:
伯 2:11
伯 8:1
伯 18:1
伯 25:1
琐法:
代上:7:35
伯 2:11
伯 11:1
伯 20:1

a Job 41:34 凡高...
s .Jj^v*-yn}B=-lK*-lu^ El#m# aWh ha#r+y] H~b)G`-lK*-ta@
和合本译作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
水族上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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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42:10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

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苦
境原文作掳掠〕并且耶和华赐给
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Job 42:11 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
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
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
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
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
一个金环。
Job 42:12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
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
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
千母驴。
Job 42:13 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
儿。
Job 42:14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
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朴。
Job 42:15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
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
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Job 42:16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
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Job 42:17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
子满足而死。

约伯记 (伯) Job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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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篇
Psm 1:1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

1:2

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Psm 2:9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
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
Psm 2:10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Psm 2:11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
当存战兢而快乐。
Psm 2:12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
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
有福的。

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罗 2:13
1:3
Psm 1: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
耶 17:8
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1:4
Psm 1:3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糠:
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伯 21:18
赛 17:13
赛 33:11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耶 23:28
Psm 1:4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
但 2:35
第三篇
何 13:3
秕被风吹散。
太 3:12
Psm 3:1〔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
路 3:17
Psm 1:5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
候作的诗。〕耶和华阿、我的敌人
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1:6
提后 2:19 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
。
也是如此。
2:1
Psm 3:2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
Psm 1:6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
徒 4:25
不着 神的帮助。〔细拉〕
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2:2
Psm 3:3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
徒 4:26
太
27:1
第二篇
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
2:7
头来的。
Psm 2:1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
来 5:5
Psm 3:4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太 3:17
太 26:63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细
Psm 2:2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
可 1:1
拉〕
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 2:9
Psm 3:5 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
启 12:5
他的受膏者、
华都保佑我。
Psm 2:3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
3:1
撒下
Psm 3:6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
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15:14
击我、我也不怕。
Psm 2:4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
Psm 3:7 耶和华阿、求你起来．我的
必嗤笑他们。
神阿、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
Psm 2:5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牙齿。
Psm 2:6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
Psm 3:8 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
安我的圣山上了。
福给你的百姓。〔细拉〕
Psm 2:7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
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Psm 2:8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
His Faith

第四篇
Psm 4: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用丝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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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器。〕显我为义的

神阿、我
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
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
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
a*
Psm 4:2 你们这世人 哪、你们将我
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
几时呢。〔细拉〕
Psm 4:3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
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
华、他必听我。
Psm 4:4 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
要肃静。〔细拉〕
Psm 4:5 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
靠耶和华。
Psm 4:6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
们什么好处。耶和华阿、求你仰
起脸来、光照我们。
Psm 4:7 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
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Psm 4:8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
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第五篇
Psm 5: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用吹的

Psm 5:5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Psm 5:6 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
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
4:2*:
恶。
男人所生
的:伊施之 Psm 5:7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
、
子:
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
创 2:23
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5:4
太 7:23
Psm 5:8 耶和华阿、求你因我的仇
太 25:12
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
5:9
罗 3:13
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Psm 5:9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
5:10
斯 7:10
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
诗 7:15
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
6:3*
创 45:3
谄媚人。
Psm 5:10
神阿、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
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
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Psm 5:11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
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
Psm 5:12 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
和华阿、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
面护卫他。

乐器。〕耶和华阿、求你留心听我

第六篇

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
Psm 5:2 我的王我的
神阿、求你
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
祈祷。
Psm 5:3 耶和华阿、早晨你必听我
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
心意、并要儆醒。
Psm 5:4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
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Psm 6: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用丝弦

a

Psm 4:2 世人

的乐器、调用第八。〕耶和华阿、求

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
烈怒中惩罚我。
Psm 6:2 耶和华阿、求你可怜我．因
为我软弱。耶和华阿、求你医治
我．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
Psm 6:3 我心也大大的惊惶 。耶和
华阿、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Psm 6:4 耶和华阿、求你转回、搭救

vya! yn}B= 和合本译作上流人

诗篇 (诗) Psm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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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Psm 6:5 因为在死地无人记念你、
6:6
约 21:25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6:8
Psm 6:6 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
太 25:41
流泪、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湿透。
7:2*:
Psm 6:7 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
我的魂
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
7:11
创 6:5
Psm 6:8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
诗 14:2
我罢．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 罗 3:10
声音。
7:15
斯 7:10
Psm 6:9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
诗 5:10
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8:2
Psm 6:10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 太 11:25
10:21
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 路
林前 2:8
羞愧。

第七篇
Psm 7:1〔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实的话、

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耶和华我的

神阿、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
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
*
Psm 7:2 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 、
甚至撕碎、无人搭救。
Psm 7:3 耶和华我的
神阿、我若
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Psm 7:4 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
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
也救了他）
Psm 7:5 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
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
我的荣耀归于灰尘。〔细拉〕
Psm 7:6 耶和华阿、求你在怒中起
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
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
施行审判。
Psm 7:7 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
从其上归于高位。
His Faith

Psm 7:8 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

耶和华阿、求你按我的公义、和
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
Psm 7:9 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
立义人．因为公义的 神察验人
的心肠肺腑。
Psm 7:10
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
心里正直的人。
Psm 7:11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
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 神。
Psm 7:12 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
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
Psm 7:13 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
他所射的是火箭。
Psm 7:14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Psm 7:15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
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
Psm 7:16 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
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
的脑袋上。
Psm 7:17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
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第八篇
Psm 8: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用迦特

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阿、你的

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
彰显于天。
Psm 8:2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
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
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Psm 8: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Psm 8: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
他．人子a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a Psm 8:4 人子 <d`a*-/b#W 和合本译作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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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b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Psm 8:6-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
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
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Psm 8:9 耶和华我们的主阿、你的
名在全地何其美。
Psm 8:5 你叫他比

第九篇

的人。
Psm 9:11 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
8:5
来 2:9

8:6-8
创 9:2

9:7
启 20:11

9:15
斯 7:10
伯 5:13
林前 3:19

Psm 9: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调用慕

拉便。〕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

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Psm 9:2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
者阿、我要歌颂你的名。
Psm 9:3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
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
Psm 9:4 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
辨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
判。
Psm 9:5 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
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
永永远远。
Psm 9:6 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
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城
邑．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
Psm 9:7 惟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
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
座．
Psm 9:8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
正直判断万民。
Psm 9:9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
作高台、在患难的时候作高台。
Psm 9:10 耶和华阿、认识你名的人
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
b Psm 8:5
神〕

〔细拉〕

第十篇
Psm 10:1 耶和华阿、你为什么站在

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
藏。
c Psm 9:13 耶和华... .tw\m* yr}u&V^m! ym!m=orm= ya*n+C)m!
yy]n+u* ha@r+ hw`hy+ yn]n}n+j* 和合本译作耶和华阿、你
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
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

神 <yh!Oa$m@ 和合本译作天使〔或作

诗篇 (诗) Psm 第十篇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
Psm 9:12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
他记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
的哀求。
Psm 9:13 耶和华阿、求你怜恤我．
求你看那恨我的人如何苦待我、
求你从死门里把我救拔出来。c
Psm 9:14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
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城原文作女
子〕因你的救恩欢乐。
Psm 9:15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
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
里缠住了。
Psm 9:16 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
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
作的缠住了。〔或作他叫恶人被自
己手所作的累住了〕〔细拉〕
Psm 9:17 恶人、就是忘记
神的外
邦人、都必归到阴间。
Psm 9:18 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
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
Psm 9:19 耶和华阿、求你起来、不
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
审判。
Psm 9:20 耶和华阿、求你使外邦人
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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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十篇
Psm 10:2 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

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
的计谋里。
Psm 10:3 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
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
〔或作他祝福贪财的却轻慢耶和华〕

10:5*
赛 7:8
赛 7:14
王下 16:2

Psm 10:4 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

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
以为没有 神。
Psm 10:5 凡他所作的、时常稳固．
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
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
Psm 10:6 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
世世代代不遭灾难。
Psm 10:7 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
压．舌底是毒害奸恶。
Psm 10:8 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
隐密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
窥探无倚无靠的人。
Psm 10:9 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
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
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
Psm 10:10 他屈身蹲伏、无倚无靠的
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爪牙或

第十一篇
Psm 11: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我

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
Psm 11:2 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
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
的人。
Psm 11:3 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
什么呢。
Psm 11:4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
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
看世人。
Psm 11:5 耶和华试验义人．惟有恶
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
Psm 11:6 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
烈火、硫磺、热风、作他们杯中
的分。
Psm 11:7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
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作强暴人〕
Psm 10:11 他心里说、

神竟忘记了．

他掩面、永不观看。
Psm 10:12 耶和华阿、求你起来．
神阿、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
人。
Psm 10:13 恶人为何轻慢
神、心里
说、你必不追究。
Psm 10:14 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
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
施行报应．无倚无靠的人、把自
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Psm 10:15 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
His Faith

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
净尽。
Psm 10:16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
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
Psm 10:17 耶和华阿、谦卑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原文作听见〕你必
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
的祈求。
Psm 10:18 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
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
们。

第十二篇
Psm 12: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调用第

八。〕耶和华阿、求你帮助、因虔

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没有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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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十二篇

诗篇 (诗) Psm 第十二篇

的人了a。
12:2
Psm 12:2 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
诗 116: 11
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
14:1-3
Psm 12:3 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 罗 3:10
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
14:3
传 7:20
Psm 12:4 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
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
的．谁能作我们的主呢。
Psm 12:5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
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
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
稳妥之地。
Psm 12:6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
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
次。
Psm 12:7 耶和华阿、你必保护他们．
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
的人。
Psm 12:8 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
有恶人到处游行。

第十三篇
Psm 13: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

和华阿、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么．你掩面不顾我要到
几时呢．
Psm 13:2 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
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
我、要到几时呢。
Psm 13:3 耶和华我的
神阿、求你
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至死．
Psm 13:4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
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
候喜乐。

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Psm 13:6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
用厚恩待我。

第十四篇
Psm 14: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愚

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他们都
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
一个人行善。
Psm 14:2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 神
的没有。
Psm 14:3 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
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
也没有。
Psm 14:4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么．他
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华。
Psm 14:5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因为 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Psm 14:6 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
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
所。
Psm 14:7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
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第十五篇
Psm 15:1〔大卫的诗。〕耶和华阿、谁

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
圣山．
Psm 15:2 就是行为正直、作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Psm 15:3 他不以舌头谗谤人、不恶
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
Psm 15:4 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

a Psm 12:1 世人... .<d`a* yn}B=m! <yn]Wma$ WSp^-yK! 和
合本译作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

诗篇 (诗) Psm 第十五篇

Psm 13:5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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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十五篇

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
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Psm 15:5 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
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
不动摇。

第十六篇

第十七篇
16:8-11
徒 2:25-28

16:10
徒 2:31

17:8
太 23:37

神阿、求
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Psm 16:2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
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
你以外。
Psm 16:3 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
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Psm 16: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或作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
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
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Psm 16:5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
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Psm 16:6 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
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Psm 16:7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
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Psm 16:8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
Psm 16:9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
〔原文作荣耀〕快乐．我的肉身也
要安然居住。
Psm 16:10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
坏。
Psm 16:11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
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Psm 16:1〔大卫的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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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7:1〔大卫的祈祷。〕耶和华阿、

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
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
唇的祈祷。
Psm 17:2 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Psm 17:3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
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
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
失。
Psm 17:4 论到人的行为、我藉着你
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
暴人的道路。
Psm 17:5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Psm 17:6
神阿、我曾求告你、因为
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
我的言语。
Psm 17:7 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
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
Psm 17:8 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
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
荫下、
Psm 17:9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
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Psm 17:10 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
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Psm 17:11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
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
Psm 17:12 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
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
Psm 17:13 耶和华阿、求你起来、前
去迎敌、将他打倒．救护我命脱
诗篇 (诗) Psm 第十七篇

诗篇 (诗) Psm 第十七篇

离恶人、恶人就是你的刀。a
Psm 17:14 耶和华阿、求你救我脱离
世人、世人就是你的手b、脱离那
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
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
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
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Psm 17:15 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
的面．我醒了的时候、能像你、
就心满意足了。c

第十八篇

17:14*
路 8:14
路 21:34
林前 6:3
林前
15:19
提前 4:8
约一 2:16

17:15
伯 19:26
林后 5:6
腓 1:23

18:16
出 2:10
撒下
22:17

Psm 18:1〔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

与伶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
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
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阿、

我爱你。
Psm 18:2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
山寨、我的救主、我的 神、我
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
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
台。
Psm 18:3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Psm 18:4 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
Psm 18:5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
的网罗临到我。
Psm 18:6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 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
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
a Psm 17:13 救护... .;B#r+j^ uv*r`m@ yv!p=n~ hf*L=P^ 和
合本译作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
b Psm 17:14 耶和华... hw`hy+ ;d+y` <yt!m=m! 和合本
译作耶和华阿、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c Psm 17:15 至于... .;t#n`WmT= Jyq]h*b= hu*B=c=a# ;yn\p*
hz\j$a# qd\x#B= yn]a& 和合本译作至于我、我必在义
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像、
〔见或作着〕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 (诗) Psm 第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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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耳中。
Psm 18:7 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
战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
Psm 18:8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
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Psm 18:9 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Psm 18:10 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藉
着风的翅膀快飞。
Psm 18:11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
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
围的行宫。
Psm 18:12 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
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
Psm 18:13 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
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
Psm 18:14 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
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
Psm 18:15 耶和华阿、你的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Psm 18:16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
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Psm 18:17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
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
盛。
Psm 18:18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
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
Psm 18:19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
救拔我、因他喜悦我。
Psm 18:20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
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Psm 18:21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
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 神。
Psm 18:22 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
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
FOJC.NET

诗篇 (诗) Psm 第十八篇
Psm 18:23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

Psm 18:39 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Psm 18:24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 19:1*
创 1:6
我。
Psm 18:25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Psm 18:26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Psm 18:27 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
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Psm 18:28 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
我的 神必照明我的黑暗。
Psm 18:29 我藉着你冲入敌军、藉着
我的 神跳过墙垣。
Psm 18:30 至于
神、他的道是完全
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
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
Psm 18:31 除了耶和华、谁是
神呢．
除了我们的 神、谁是磐石呢．
Psm 18:32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 神。
Psm 18:33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
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Psm 18:34 他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
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
Psm 18:35 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作盾
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
使我为大。
Psm 18:36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滑跌。
Psm 18:37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
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
不归回。
Psm 18:38 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
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

腰、使我能争战．你也使那起来
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
Psm 18:40 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
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
我的人。
Psm 18:41 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
Psm 18:42 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
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
土。
Psm 18:43 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
立我作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
的民必事奉我。
Psm 18:44 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
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
Psm 18:45 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
的出他们的营寨。
Psm 18:46 耶和华是活
神．愿我的
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 神被
人尊崇。
Psm 18:47 这位
神、就是那为我伸
冤、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Psm 18:48 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
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Psm 18:49 耶和华阿、因此我要在外
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
Psm 18:50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
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
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
到永远。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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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Psm 19: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诸

天述说

神的荣耀．穹苍*传扬
诗篇 (诗) Psm 第十九篇

诗篇 (诗) Psm 第十九篇

他的作为a。
19:1*
Psm 19:2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
创 1:6
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19:3
b
Psm 19:3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箴 8:1-4
*
Psm 19:4 他的量带 通遍天下、他的 19:4
10:18
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为太 罗
*:或作准
绳
阳安设帐幕．
王下
Psm 19:5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 21:13
伯 38:5
如勇士欢然奔路。
赛 28:17
赛 34:11
Psm 19:6 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 哀 2:8
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 结 47:3
亚 1:16
热气。
19:13
Psm 19:7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 创 20:6
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 徒 21:30
使愚人有智慧。
Psm 19:8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
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Psm 19:9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
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
公义。
Psm 19:10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
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
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Psm 19:11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
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Psm 19:12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Psm 19:13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
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
便完全、免犯大罪．
Psm 19:14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
赎主阿、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
a Psm 19:1他的作为 wyd`y` hc@u&m^W 和合本译作他
的手段
b Psm 19:3 无言... .<l*oq um*v=n] yl!B= <yr]b*D+ /ya@w+
rm#a)-/ya@ 原文或作无言无语无处不可听见他的
声音

诗篇 (诗) Psm 第二十一篇

636

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第二十篇
Psm 20: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愿

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
愿名为雅各 神的高举你．
Psm 20:2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
安坚固你．
Psm 20:3 记念你的一切供献、悦纳
你的燔祭．〔细拉〕
Psm 20:4 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
就你的一切筹算。
Psm 20:5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
要奉我们 神的名竖立旌旗．愿
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Psm 20:6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
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
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Psm 20:7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
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 神的
名。
Psm 20:8 他们都屈身仆倒、我们却
起来、立得正直。
Psm 20:9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
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

第二十一篇
Psm 21: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

和华阿、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
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
Psm 21:2 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
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
应允。〔细拉〕
Psm 21:3 你以美福迎接他、把精金
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Psm 21:4 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
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
FOJC.NET

诗篇 (诗) Psm 第二十一篇
Psm 21:5 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

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
22:1-31
Psm 21:6 你使他有洪福、直到永远．
路 24:44
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22:1
Psm 21:7 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 太 27:46
可 15:34
的慈爱必不摇动。
22:8
Psm 21:8 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 太 27:43
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 22:18
太 27:35
人。
约 19:24
Psm 21:9 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
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 22:20*
赛 56:11
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 腓 3:2
他们烧尽了。
Psm 21:10 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
子孙、〔子孙原文作果子〕从人间
灭绝他们的后裔。
Psm 21:11 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
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作成。
Psm 21:12 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
他们的脸搭箭在弦。
Psm 21:13 耶和华阿、愿你因自己的
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
诗、歌颂你的大能。

第二十二篇
Psm 22: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调用朝

鹿。〕我的

神、我的 神、为什
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Psm 22:2 我的
神阿、我白日呼求、
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Psm 22:3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
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宝座或作居
所〕
Psm 22:4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

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Psm 22:5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His Faith

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Psm 22:6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
羞辱、被百姓藐视。
Psm 22:7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
们撇嘴摇头、说、
Psm 22:8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
和华可以救他罢．耶和华既喜悦
他、可以搭救他罢。
Psm 22: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
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Psm 22: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
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
的 神。
Psm 22:11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
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Psm 22:12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
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Psm 22:13 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
吼叫的狮子。
Psm 22:14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
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
镕化．
Psm 22:15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
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Psm 22:16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Psm 22:17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Psm 22:18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
里衣拈阄。
Psm 22:19 耶和华阿、求你不要远离
我．我的救主阿、求你快来帮助
我。
Psm 22:20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
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生
命原文作独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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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二十二篇

诗篇 (诗) Psm 第二十二篇
Psm 22:21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

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Psm 23: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22:22
Psm 22:22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来 2:12
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23:2-3
Psm 22:23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 灵,水,血 Psm 23: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
的见证:
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 约一 5:6-8 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
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23:4
我的福杯满溢。
约
8:51
Psm 22:24 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
Psm 23: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
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
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
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
中、直到永远。
Psm 22:25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第二十四篇
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
Psm 24:1〔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
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Psm 22:26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
都属耶和华。
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
Psm 24:2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
的心永远活着。
在大水之上。
Psm 22:27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
Psm 24:3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
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
站在他的圣所．
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Psm 24:4 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
Psm 22:28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
不起假誓的人a。
是管理万国的。
Psm 24:5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
Psm 22:29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
救他的 神使他成义。
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
Psm 24:6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
是寻求你面的雅各。〔细拉〕
下拜。
Psm 24:7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
Psm 22:30 他必有后裔事奉他．主所
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行的事必传与后代。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Psm 22:31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
Psm 24:8 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
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
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
行的。
的耶和华。
第二十三篇
Psm 24:9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
Psm 23:1〔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
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
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Psm 23: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a Psm 24:4 不向... .hm*r+m!l= uB^v=n] aOw+ yv!p=n~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aw+V*l^ ac*n`-aO 和合本译作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
Psm 23: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
诡诈的人
、

诗篇 (诗) Psm 第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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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24:10 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

Psm 25:13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

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细拉〕

必承受地土。
Psm 25:14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
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Psm 25:15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
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
出来。
Psm 25:16 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
为我是孤独困苦。
Psm 25:17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
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Psm 25:18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
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
Psm 25:19 求你察看我的仇敌、因为
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
Psm 25:20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
我、使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投靠
你。
Psm 25:21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
我等候你。
Psm 25:22
神阿、求你救赎以色列
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第二十五篇
Psm 25:1〔大卫的诗。〕耶和华阿、我

的心仰望你。
Psm 25:2 我的
神阿、我素来倚靠
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
我的仇敌向我夸胜。
Psm 25:3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惟
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Psm 25:4 耶和华阿、求你将你的道
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
Psm 25:5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 神．
我终日等候你。
Psm 25:6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你的
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
所常有的。
Psm 25:7 求你不要记念我幼年的罪
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阿、求
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记念
我。
Psm 25:8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
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Psm 25:9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Psm 25:10 对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
度的人、耶和华的道路尽都是慈
爱和信实。a
Psm 25:11 耶和华阿、求你因你的名
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Psm 25:12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
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第二十六篇
Psm 26:1〔大卫的诗。〕耶和华阿、求

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
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
Psm 26:2 耶和华阿、求你察看我、
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Psm 26:3 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
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Psm 26:4 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
不与瞒哄人的同群。
Psm 26:5 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
恶人同坐。
Psm 26:6 耶和华阿、我要洗手表明
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

a Psm 25:10 对凡... .wyt*d)u@w+ w{tyr]b= yr}x=n{l= tm#a$w\
ds#j# hw`hy+ tojr+a*-lK* 和合本译作凡遵守他的约
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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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二十六篇

诗篇 (诗) Psm 第二十六篇
Psm 26:7 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

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Psm 26:8 耶和华阿、我喜爱你所住
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Psm 26:9 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
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
血的一同除掉。
Psm 26:10 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
满有贿赂。
Psm 26:11 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
求你救赎我、怜恤我。
Psm 26:12 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
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27:12
诗 35:11
太 26:60

第二十七篇
Psm 27:1〔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

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
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保障或作力量〕我还惧谁呢。
Psm 27:2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跌仆倒。
Psm 27:3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
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
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Psm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Psm 27:5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
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
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
在磐石上。
Psm 27:6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
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
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Psm 27:7 耶和华阿、我用声音呼吁
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
诗篇 (诗) Psm 第二十八篇

我、应允我。
Psm 27:8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阿、你
的面我正要寻求。
Psm 27:9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
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 神阿、不要丢掉我、也
不要离弃我。
Psm 27:10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
收留我。
Psm 27:11 耶和华阿、求你将你的道
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
走平坦的路。
Psm 27: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
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
Psm 27:13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
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
Psm 27:14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
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
和华。

第二十八篇
Psm 28:1〔大卫的诗。〕耶和华阿、我

要求告你．我的磐石阿、不要向
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
如将死的人一样。
Psm 28:2 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
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
音。
Psm 28:3 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
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平
安a、心里却是奸恶。
Psm 28:4 愿你按着他们所作的、并
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
着他们手所作的待他们．将他们
a ! Psm 28:3 平安 <olv* 和合本译作和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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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
Psm 28:5 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
行的、和他手所作的、他就必毁
坏他们、不建立他们。
Psm 28: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
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Psm 28:7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
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
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
歌颂赞他。
Psm 28:8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
Psm 28:9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
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
们、直到永远。

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Psm 29:10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
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
永远。
Psm 29:11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
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
的百姓。

第三十篇
Psm 30:1〔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

歌。〕耶和华阿、我要尊崇你、因

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
耀。
Psm 30:2 耶和华我的
神阿、我曾
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Psm 30:3 耶和华阿、你曾把我的灵
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
至于下坑。
Psm 30:4 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要
歌颂他、称赞他可记念的圣名
Psm 30:5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
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Psm 30:6 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
说、我永不动摇。
Psm 30:7 耶和华阿、你曾施恩、叫
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
惊惶。
Psm 30:8 耶和华阿、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Psm 30:9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信实a么。
Psm 30:10 耶和华阿、求你应允我、
怜恤我。耶和华阿、求你帮助我。

第二十九篇
神的众子
阿、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
和华、归给耶和华。
Psm 29:2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
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妆饰〔的
或作为〕敬拜耶和华。
Psm 29:3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荣耀的 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
大水之上。
Psm 29:4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Psm 29:5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
Psm 29:6 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
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
Psm 29:7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岔。
Psm 29:8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
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
Psm 29:9 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
胎、树木也脱落净光。凡在他殿
Psm 29:1〔大卫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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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30:11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

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
喜乐．
Psm 30:12 好叫我的灵〔原文作荣
耀〕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
我的 神阿、我要称谢你、直到
永远。

31:20
伯 5:21

第三十一篇
Psm 31: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

和华阿、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
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Psm 31:2 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
作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
Psm 31:3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
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
引导我、指点我。
Psm 31:4 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
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
Psm 31:5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信实的 神阿、你救赎了
我。a
Psm 31:6 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
人．我却倚靠耶和华。
Psm 31:7 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
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
中的艰难。
Psm 31:8 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
Psm 31:9 耶和华阿、求你怜恤我、
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
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
安舒。
Psm 31:10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
a Psm 31:5 我将...
.tm#a$ la@ hw`hy+ yt!oa ht*yd]P* yj!Wr dyq]p=a^ ;d+y`B=
和合本译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
诚实的 神阿、你救赎了我。

诗篇 (诗) Psm 第三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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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
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
枯干。
Psm 31:11 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
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
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
躲避我。
Psm 31:12 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
无人记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
Psm 31:13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
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
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
命。
Psm 31:14 耶和华阿、我仍旧倚靠你．
我说、你是我的 神。
Psm 31:15 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
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
迫我的人。
Psm 31:16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Psm 31:17 耶和华阿、求你叫我不至
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
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
声。
Psm 31:18 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
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
哑而无言。
Psm 31:19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
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
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Psm 31:20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
的隐密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
免受口舌的争闹。
Psm 31:21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
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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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爱。
Psm 31:22 至于我、我曾急促的说、
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
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
音。
Psm 31:23 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都
要爱他．耶和华保护信实的人a、
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Psm 31:24 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
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第三十二篇
Psm 32:1〔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

Psm 32:10 恶人必多受苦楚．惟独倚

32:1-2
罗 4:7-8

32:6

第三十三篇

太 5:25

Psm 33:1 义人哪、你们应当靠耶和

33:6

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
Psm 33:2 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
用十弦瑟歌颂他。
Psm 33:3 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
妙、声音洪亮。
Psm 33:4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作的、尽都信实b。
Psm 33:5 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
了耶和华的慈爱。
Psm 33:6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
Psm 33:7 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
洋在库房。
Psm 33:8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
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Psm 33:9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
就立。
Psm 33:10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
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Psm 33:11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
Psm 33:12 以耶和华为
神的、那国
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
的、那民是有福的。
Psm 33:13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
见一切的世人。

约 1:3

33:9
创 1:3
约 1:1

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Psm 32:2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
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Psm 32:3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
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
Psm 32:4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
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
天的干旱。〔细拉〕
Psm 32:5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
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
恶。〔细拉〕
Psm 32:6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
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
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Psm 32:7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
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我。〔细拉〕
Psm 32:8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
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
Psm 32:9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
必用嚼环辔头勒住他．不然、就
不能驯服。

b Psm 33:4 尽都... .hn`Wma$B#! 和合本译作尽都诚
实

a Psm 31:23 信实的人 <yn]Wma$ 和合本译作诚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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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
他。
Psm 32:11 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
都当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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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33:14 从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

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Psm 34:7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
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
34:12-16 Psm 34:8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彼前 3:10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
12
长寿:
王上 3:14 福了。
诗 91:16
Psm 34:9 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
箴 3:16
弗 6:2-3 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Psm 34:10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
34:20
约 19:36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
缺。
Psm 34:11 众弟子阿、你们当来听我
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
Psm 34:12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
寿、得享美福．
Psm 34:13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Psm 34:14 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第三十四篇
Psm 34:15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
Psm 34:1〔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我要时时
Psm 34:16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
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
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我口中。
Psm 34:17 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
Psm 34:2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Psm 34:18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
Psm 34:3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同高举他的名。
Psm 34:19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
Psm 34:4 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
救他脱离这一切．
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Psm 34:20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
Psm 34:5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一根也不折断。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Psm 34:21 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
Psm 34:6 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
的、必被定罪。
Psm 34:22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
a Psm 33:15 他是
.<h#yc@u&m^-lK*-la# /yb!M@h^ <B*l!
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
dj^y~ rx@Y{h^ 和合本译作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
上一切的居民。
Psm 33:15 他是那位塑造人心的、留
意他们一切作为的。a
Psm 33:16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
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Psm 33:17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
不能因力大救人。
Psm 33:18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
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Psm 33:19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Psm 33:20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
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
牌。
Psm 33:21 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
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
Psm 33:22 耶和华阿、求你照着我们
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

...

、

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诗篇 (诗) Psm 第三十四篇

644

FOJC.NET

诗篇 (诗) Psm 第三十五篇
Psm 35:15 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

第三十五篇
Psm 35:1〔大卫的诗。〕耶和华阿、与

35:11

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 太 26:60
35:13
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
太 10:13
Psm 35:2 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
35:19
助我．
约 15:25
Psm 35:3 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
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
救你的。
Psm 35:4 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
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
Psm 35:5 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
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
Psm 35:6 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
Psm 35:7 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
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Psm 35:8 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
在其中遭灾祸。
Psm 35:9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Psm 35:10 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
阿、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
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
脱离那抢夺他的。
Psm 35:11 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
我所不知道的事。
Psm 35:12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
的灵魂孤苦。
Psm 35:13 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
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
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Psm 35:14 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
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
如同人为母亲哀痛。

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
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
把我撕裂。
Psm 35:16 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
狂妄人、向我咬牙。
Psm 35:17 主阿、你看着不理、要到
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
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
少壮狮子。〔生命原文作独一者〕
Psm 35:18 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
众民中要赞美你。
Psm 35:19 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
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
我的、向我挤眼。
a
Psm 35:20 因为他们不说平安 ．倒
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
人。
Psm 35:21 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
阿哈、阿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
了。
Psm 35:22 耶和华阿、你已经看见了．
求你不要闭口．主阿、求你不要
远离我。
Psm 35:23 我的
神我的主阿、求你
奋兴醒起、判清我的事、伸明我
的冤。
Psm 35:24 耶和华我的
神阿、求你
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
我夸耀．
Psm 35:25 不容他们心里说、阿哈、
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
我们已经把他吞了。
Psm 35:26 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
抱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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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35:20

平安 <olv* 和合本译作和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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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三十五篇

披惭愧、蒙羞辱。
Psm 35:27 愿那喜悦我冤屈得伸的、
〔冤屈得伸原文作公义〕欢呼快乐．
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
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
Psm 35:28 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
的公义、时常赞美你。

第三十七篇
Psm 37:1〔大卫的诗。〕不要为作恶

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
义的、生出嫉妒。
Psm 37:2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Psm 37:3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Psm 37:4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
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Psm 37:5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他就必如此成全:a
Psm 37:6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
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Psm 37:7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
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Psm 37:8 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
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Psm 37:9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惟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Psm 37:10 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
有．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也要
归于无有。
Psm 37:11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
丰盛的平安为乐。
Psm 37:12 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
咬牙。
Psm 37:13 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
日子将要来到。
Psm 37:14 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
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
动正直的人。
Psm 37:15 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

第三十六篇
Psm 36:1〔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

与伶长。〕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

说、我眼中不怕 神。
Psm 36:2 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
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
Psm 36:3 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
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
Psm 36:4 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意
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
Psm 36:5 耶和华阿、你的慈爱、上
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Psm 36:6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
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阿、
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Psm 36:7
神阿、你的慈爱、何其宝
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Psm 36:8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
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
河的水。
Psm 36:9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
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
光。
Psm 36:10 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
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
Psm 36:11 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
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
Psm 36:12 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仆
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
诗篇 (诗) Psm 第三十七篇

a Psm 37:5 他就必... .hc#u&y~ aWhw+ 和合本译作
他就必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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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
Psm 37:16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
37:25
太 6:33
过许多恶人的富余。
Psm 37:17 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
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
Psm 37:18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
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Psm 37:19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不至
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Psm 37:20 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
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或作像
草地的华美〕他们要消灭、要如烟
消灭。
Psm 37:21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
却恩待人、并且施舍。
Psm 37:22 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
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
Psm 37:23 由于耶和华、人的脚步被
坚立、他便喜爱他的道路。a
Psm 37:24 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仆
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或作搀扶他的手〕
Psm 37:25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
的后裔讨饭。
Psm 37:26 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Psm 37:27 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
安居。
Psm 37:28 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
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
Psm 37:29 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
上。

舌头讲说公平。
Psm 37:31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
的脚总不滑跌。
Psm 37:32 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
Psm 37:33 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
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
的罪。
Psm 37:34 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
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
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
见。
Psm 37:35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
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Psm 37:36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
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
着。
Psm 37:37 你要细察那完全人、观看
那正直人．因为他的结局就是平
安。b
Psm 37:38 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
绝．恶人终必剪除。
Psm 37:39 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
华．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营寨。
Psm 37:40 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
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
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第三十八篇
Psm 38:1〔大卫的记念诗。〕耶和华阿、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
烈怒中惩罚我。
Psm 38:2 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
的手压住我。

a Psm 37:23由于... .JP*j=y\ w{Kr+d~w+ Wnn`oK rb#g\-yd}u&x=m!
hw`hy+m@ 和合本译作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His Faith

Psm 37:30 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

b Psm 37:37 你要... .<olv* vya!l= tyr]j&a^-yK! rv*y`
ha@r+W <T*-rm*v= 和合本译作你要细察那完全人、
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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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38:3 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

Psm 38:19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

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
不安宁。
Psm 38:4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
39:9
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诗 55:13
Psm 38:5 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
流脓。
Psm 38:6 我疼痛、大大拳曲、终日
哀痛。
Psm 38:7 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
完全。
Psm 38:8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
心里不安、我就唉哼。
Psm 38:9 主阿、我的心愿都在你面
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Psm 38:10 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
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
Psm 38:11 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
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
本家、也远远的站立。
Psm 38:12 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
思想诡计。
Psm 38:13 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
不开口。
Psm 38:14 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
有回话。
Psm 38:15 耶和华阿、我仰望你．主
我的 神阿、你必应允我。
Psm 38:16 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
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
大。
Psm 38:17 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
在我面前。
Psm 38:18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
因我的罪忧愁。

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
Psm 38:20 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
我是追求良善。
Psm 38:21 耶和华阿、求你不要撇弃
我．我的 神阿、求你不要远离
我。
Psm 38:22 拯救我的主阿、求你快快
帮助我。

诗篇 (诗) Psm 第三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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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篇
Psm 39: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杜

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
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Psm 39:2 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
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Psm 39:3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
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
舌头说话．
Psm 39:4 耶和华阿、求你叫我晓得
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
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Psm 39:5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
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
全然虚幻。〔细拉〕
Psm 39:6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
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
知将来有谁收取。
Psm 39:7 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Psm 39:8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
Psm 39:9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Psm 39:10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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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
灭。
Psm 39:11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
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的笑容
或译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
人真是虚幻。〔细拉〕
Psm 39:12 耶和华阿．求你听我的祷
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
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
祖一般。
Psm 39:13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
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40:6
来 10:5

41:1
箴 19:17
太 25:40

第四十篇
Psm 40: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我

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
呼求。
Psm 40:2 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
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
上、使我脚步稳当。
Psm 40:3 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
美我们 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
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
Psm 40:4 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
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
有福。
Psm 40:5 耶和华我的
神阿、你所
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
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
明、其事不可胜数。
Psm 40:6 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
罪祭、非你所要。
Psm 40:7 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Psm 40:8 我的
神阿、我乐意照你
His Faith

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Psm 40:9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
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
华阿、这是你所知道的。
Psm 40:10 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
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
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
的慈爱、和诚实。
Psm 40:11 耶和华阿、求你不要向我
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
实、常常保佑我。
Psm 40:12 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
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
就心寒胆战。
Psm 40:13 耶和华阿、求你开恩搭救
我．耶和华阿、求你速速帮助我。
Psm 40:14 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
的、一同抱愧蒙羞．愿那些喜悦
我受害的、退后受辱。
Psm 40:15 愿那些对我说、阿哈、阿
哈的、因羞愧而败亡。
Psm 40:16 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
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
Psm 40:17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
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
的． 神阿、求你不要耽延。

第四十一篇
Psm 41: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眷

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
耶和华必搭救他。
Psm 41:2 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
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
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
Psm 41:3 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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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
Psm 41:4 我曾说、耶和华阿、求你
41:9
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 约 13:18
太 26:50
你。
诗 55:13
Psm 41:5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 42:5
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 箴 29:21
Psm 41:6 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
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
Psm 41:7 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
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
Psm 41:8 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
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
Psm 41:9 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
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Psm 41:10 耶和华阿、求你怜恤我、
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
Psm 41:11 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
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
Psm 41:12 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
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Psm 41:13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
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
阿们、阿们。

第四十二篇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
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
赞他。
Psm 42:6 我的
神阿、我的心在我
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但地、从
黑门岭、从米萨山、记念你。
Psm 42:7 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
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
身。
Psm 42:8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
神。
Psm 42:9 我要对
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
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Psm 42:10 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
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
的 神在那里呢。
Psm 42:11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
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
上的光荣〔原文作帮助〕、是我的
神。

第四十三篇

Psm 42:1〔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伶

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
鹿切慕溪水。
Psm 42:2 我的心渴想
神、就是永
生 神．我几时得朝见 神呢。
Psm 42:3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
不住地对我说、你的 神在那里
呢。
Psm 42:4 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
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 神的
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长。〕

诗篇 (诗) Psm 第四十三篇

Psm 42:5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神阿、求你伸我的冤、向
不虔诚的国、为我辨屈．求你救
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Psm 43:2 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
神、
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
欺压时常哀痛呢。
Psm 43:3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
你的居所。
Psm 43:4 我就走到
神的祭坛、到
我最喜乐的 神那里． 神阿、
Psm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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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神、我要弹琴称赞你。

Psm 43:5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
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
上的光荣〔原文作帮助〕、是我的
神。

第四十四篇

44:19*
赛 34:13
和合本译
作野狗,参
看:
尼 2:13

44:22
罗 8:36

Psm 44:1〔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伶

神阿、你在古时、我们列
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
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
述说过。
Psm 44:2 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
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
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Psm 44:3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
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
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
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
悦他们。
Psm 44:4
神阿、你是我的王、求你
出令、使雅各得胜。
Psm 44:5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
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
我们的人。
Psm 44:6 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
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Psm 44:7 惟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Psm 44:8 我们终日因
神夸耀、还
要永远称谢你的名。〔细拉〕
Psm 44:9 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
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
Psm 44:10 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
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Psm 44:11 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
长。〕

His Faith

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Psm 44:12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
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
资财。
Psm 44:13 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
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
Psm 44:14 你使我们在列邦中作了
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Psm 44:15 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Psm 44:16 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
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Psm 44:17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
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
约。
Psm 44:18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
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
*
Psm 44:19 你在龙 之处压伤我们、
用死荫遮蔽我们。
Psm 44:20 倘若我们忘了
神的名、
或向别神举手、
Psm 44:21
神岂不鉴察这事么．因
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Psm 44:22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
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Psm 44:23 主阿、求你睡醒、为何尽
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
我们。
Psm 44:24 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
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
Psm 44:25 我们的性命伏于尘土．我
们的肚腹紧贴地面。
Psm 44:26 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
的慈爱救赎我们。

第四十五篇
Psm 45:1〔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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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歌、交与伶长、调用百合花。〕我心

要被带到你面前。
里涌出美辞．我论到我为王作的
Psm 45:15 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
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他们要进入王宫。
Psm 45:2 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
Psm 45:16 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
满有恩惠．所以 神赐福给你、 45:6
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
来 1:8
直到永远。
Psm 45:17 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记
46:3
Psm 45:3 大能者阿、愿你腰间佩刀、 匉訇:音烹 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
轰意大声
大有荣耀和威严。
第四十六篇
Psm 45:4 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
Psm 46:1〔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伶长、
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
调用女音。〕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必显明可畏的事。
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
Psm 45:5 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
随时的帮助。
心．万民仆倒在你以下。
Psm 46:2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
Psm 45:6
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
到海心、
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Psm 46:3 其中的水虽匉訇翻腾、山
Psm 45:7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
所以 神、就是你的 神、用喜
〔细拉〕
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Psm 46:4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
Psm 45:8 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
使 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
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
者居住的圣所。
器的声音、使你欢喜。
Psm 46:5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
Psm 45:9 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
Psm 46:6 外邦喧嚷、列国动摇．
站在你右边。
神发声、地便镕化。
Psm 45:10 女子阿、你要听、要想、要
Psm 46:7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侧耳而听．不要记念你的民、和
雅各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的父家．
〔细拉〕
Psm 45:11 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
Psm 46:8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
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Psm 45:12 推罗的民、〔民原文作女
Psm 46:9 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
子〕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
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
也必向你求恩。
中。
Psm 45:13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
Psm 46:10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
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
Psm 45:14 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
地上也被尊崇。
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
Psm 46:11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
诗篇 (诗) Psm 第四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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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四十六篇

在．雅各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四十七篇
Psm 47:1〔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伶长。〕

48:2

万民哪、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 太 5:35
胜的声音向 神呼喊。
48:6
太 24:8
Psm 47:2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
赛 13:8
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49:4
Psm 47:3 他叫万民服在我们以下、 诗 78:2
结 17:2
又叫列邦服在我们脚下。
太 13:11
Psm 47:4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
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细拉〕
Psm 47:5
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
和华上升、有角声相送。
Psm 47:6 你们要向
神歌颂、歌颂、
向我们王歌颂、歌颂。
Psm 47:7 因为
神是全地的王．你
们要用悟性歌颂。
Psm 47:8
神作王治理万国． 神
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Psm 47:9 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亚
伯拉罕之 神的民．因为世界的
盾牌、是属 神的．他为至高。

第四十八篇

〔城邑原文是女子〕
Psm 48:12 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

绕、数点城楼、
Psm 48:13 细看他的外郭、察看他的
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
Psm 48:14 因为这
神永永远远为
我们的 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
直到死时。

第四十九篇
Psm 49:1〔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伶长。〕

Psm 48:1〔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

万民哪、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
一切的居民、
Psm 49:2 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
都当留心听。
Psm 49:3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
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Psm 49:4 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
谜语。
Psm 49:5 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
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
Psm 49:6 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
的人、

本为大、在我们 神的城中、在
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Psm 48:2 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
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
Psm 48:3
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
所。
Psm 48:4 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
过。
Psm 48:5 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
胆、急忙逃跑。
Psm 48:6 他们在那里被战兢疼痛抓
His Faith

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Psm 48:7
神阿、你用东风打破他
施的船只。
Psm 48:8 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
中、就是我们 神的城中、所看
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
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细拉〕
Psm 48:9
神阿、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Psm 48:10
神阿、你受的赞美、正
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
右手满了公义。
Psm 48:11 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
欢喜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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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四十九篇

诗篇 (诗) Psm 第四十九篇
Psm 49:7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 神、
Psm 49:8-9 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
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可永远罢休．
Psm 49:10 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
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
们的财货留给别人。
Psm 49:11 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
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
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
Psm 49:12 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
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Psm 49:13 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
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
服他们的话语。〔细拉〕
Psm 49:14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
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
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
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
处可存。
Psm 49:15 只是
神必救赎我的灵
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
纳我。〔细拉〕
Psm 49:16 见人发财家室增荣的时
候、你不要惧怕．
Psm 49:17 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
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
去。
Psm 49:18 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
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
你）
Psm 49:19 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
宗那里、永不见光。
Psm 49:20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诗篇 (诗) Psm 第五十篇

第五十篇
Psm 50:1〔亚萨的诗。〕大能者

49:7
太 16:26

49:13
诗 49:18
赛 22:18

50:12
伯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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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
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Psm 50:2 从全美的锡安中、 神已
经发光了。
Psm 50:3 我们的
神要来、决不闭
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
风在他四围大刮。
Psm 50:4 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
判他的民、
Psm 50:5 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
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
的人。
Psm 50:6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
为 神是施行审判的。〔细拉〕
Psm 50:7 我的民哪、你们当听我的
话．以色列阿、我要劝戒你．我
是 神、是你的 神。
Psm 50:8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
Psm 50:9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
不从你圈内取山羊。
Psm 50:10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
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Psm 50:11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Psm 50:12 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
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是我的。
Psm 50:13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
喝山羊的血呢。
Psm 50:14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
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Psm 50:15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FOJC.NET

诗篇 (诗) Psm 第五十篇
Psm 50:16 但

神对恶人说、你怎敢
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
呢．
Psm 50:17 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
言语丢在背后。
Psm 50:18 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
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
分。
Psm 50:19 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
诡诈。
Psm 50:20 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谗
毁你亲母的儿子。
Psm 50:21 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
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
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
前。
Psm 50:22 你们忘记
神的、要思想
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
搭救。
Psm 50:23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
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
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Psm 51:5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

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a
Psm 51:6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信实 ．
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50:16
Psm 51:7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
太 7:21-23
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
51:16
更白。
撒上
15:22
Psm 51:8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
何 6:6
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
51:17
太 5:3
踊跃。
Psm 51: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
抹我一切的罪孽。
Psm 51:10
神阿、求你为我造清洁
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正直或作坚定〕
Psm 51: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

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Psm 51: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Psm 51: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
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Psm 51:14
神阿、你是拯救我的
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Psm 51:15 主阿、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Psm 51:1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
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Psm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
的灵． 神阿、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Psm 51:18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
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Psm 51:19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
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
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第五十一篇
Psm 51:1〔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

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伶
长。〕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爱怜

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
过犯。
Psm 51: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并洁除我的罪。
Psm 51:3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
的罪常在我面前。
Psm 51:4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
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
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
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His Faith

a Psm 51:6 信实 tm#a$-/h@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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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五十二篇
Psm 53:3 他们各人都退后、一同变

第五十二篇
Psm 52:1〔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
训诲诗、交与伶长。〕勇士阿、你为

何以作恶自夸． 神的慈爱是常
存的。
Psm 52:2 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
剃头刀、快利伤人。
Psm 52:3 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
谎、不爱说公义。〔细拉〕
Psm 52:4 诡诈的舌头阿、你爱说一
切毁灭的话。
Psm 52:5
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
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棚
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52:4
雅 3:8

53:1-3
诗 14:1-3

53:3
罗 3:12

第五十四篇
Psm 54:1〔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

〔细拉〕

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么．那时大卫作
这训诲诗、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
器。〕 神阿、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Psm 52:6 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

笑他、
Psm 52:7 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

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
Psm 54:2
神阿、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Psm 54:3 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
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
神。〔细拉〕
Psm 54:4
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
我命的。
Psm 54:5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信实a灭绝他们。
Psm 54:6 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
和华阿、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
本为美好。
Psm 54:7 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
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
敌遭报。

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
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
Psm 52:8 至于我、就像
神殿中的
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 神
的慈爱。
Psm 52:9 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
民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
好。

第五十三篇
Psm 53:1〔大卫的训诲诗、交与伶长、调

用麻哈拉。〕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
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
Psm 53:2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
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
有。
诗篇 (诗) Psm 第五十四篇

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
也没有。
Psm 53:4 作孽的没有知识么．他们
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
不求告 神。
Psm 53:5 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
大大害怕．因为 神把那安营攻
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
们蒙羞、因为 神弃绝了他们。
Psm 53:6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
而出。 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a Psm 54:5 凭... ;T=m!a&B^ 和合本译作凭你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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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五十五篇
Psm 55:15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

第五十五篇
Psm 55:1〔大卫的训诲诗、交与伶长、用

神阿、求你留心
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
恳求。
Psm 55:2 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
我哀叹不安、发声唉哼．
Psm 55:3 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
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
上、发怒气逼迫我。
Psm 55:4 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
死的惊惶临到我身。
Psm 55:5 恐惧战兢归到我身、惊恐
漫过了我。
Psm 55:6 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
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
Psm 55:7 我必远游、宿在旷野。〔细
丝弦的乐器。〕

55:9
创 11:7

55:13
诗 39:9
太 26:50

拉〕
Psm 55:8 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

狂风暴雨。
Psm 55:9 主阿、求你吞灭他们、变
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
了强暴争竞的事。
Psm 55:10 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
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
Psm 55:11 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
不离街市。
Psm 55:12 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
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
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
就必躲避他。
Psm 55:13 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
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
Psm 55:14 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
甘甜．我们与群众在 神的殿中
同行。
His Faith

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
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
Psm 55:16 至于我、我要求告
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Psm 55:17 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
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Psm 55:18 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
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
相争的人甚多。
a
Psm 55:19 那不改变恶行 、不敬畏
神的人、从太古常存的 神、必
听见而苦待他。
Psm 55:20 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
和好的人。
Psm 55:21 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
心却怀着争战。他的话比油柔和、
其实是拔出来的刀。
Psm 55:22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
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
人动摇。
Psm 55:23
神阿、你必使恶人下入
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
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倚靠你。

第五十六篇
Psm 56:1〔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卫．

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伶长、调用远方
无声鸽。〕 神阿、求你怜悯我、

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
压我。
Psm 56:2 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
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
Psm 56:3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Psm 56:4 我倚靠
神、我要赞美他
a Psm 55:19 那... oml* topyl!j& /ya@ rv#a& 和合本
译作那没有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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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五十六篇

的话．我倚靠 神、必不惧怕．
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Psm 56:5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
56:9
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
代下
Psm 56:6 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 18:31
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
58:3
创 8:21
Psm 56:7 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么．
神阿、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
Psm 56:8 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
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么。
Psm 56:9 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
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这
是我所知道的。
Psm 56:10 我倚靠
神．我要赞美他
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
他的话．
Psm 56:11 我倚靠
神、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Psm 56:12
神阿、我向你所许的愿
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
Psm 56:13 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
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 神面前
么。

第五十七篇
Psm 57:1〔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

时他作这金诗、交与伶长、调用休要毁
坏。〕 神阿、求你怜悯我、怜悯

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
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
去。
Psm 57:2 我要求告至高的 神、就是
为我成全诸事的 神。
Psm 57:3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
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
诗篇 (诗) Psm 第五十八篇

必向我发出慈爱和信实a。
Psm 57:4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
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
们的牙齿是枪、箭．他们的舌头
是快刀。
Psm 57:5
神阿、愿你崇高、过于诸
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Psm 57:6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
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细拉〕
Psm 57:7
神阿、我心坚定、我心坚
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Psm 57:8 我的灵阿、〔原文作荣耀〕
你当醒起、琴瑟阿、你们当醒起．
我自己要极早醒起。
Psm 57:9 主阿、我要在万民中称谢
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Psm 57:10 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信实b、达到穹苍。
Psm 57:11
神阿、愿你崇高过于诸
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第五十八篇
Psm 58:1〔大卫的金诗、交与伶长、调用

休要毁坏。〕世人哪、你们默然不

语、真合公义么．施行审判、岂
按正直么。
Psm 58:2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
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
强暴。
Psm 58:3 恶人一出母胎、就与
神
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
谎话。
Psm 58:4 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
a Psm 57:3 (和他的)信实 .w{Tm!a&w~ 和合本译作诚
实
b Psm 57:10 你... .;T#m!a& 和合本译作你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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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虺、
Psm 58:5 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
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
Psm 58:6
神阿、求你敲碎他们口
中的牙．耶和华阿、求你敲掉少
壮狮子的大牙。
Psm 58:7 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
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
头仿佛砍断。
Psm 58:8 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
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
Psm 58:9 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
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
一齐刮去。
Psm 58:10 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
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Psm 58:11 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
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
神。

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细
拉〕
Psm 59:6 他们晚上转回、叫号如狗、

围城绕行。
Psm 59:7 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
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
Psm 59:8 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
你要嗤笑万邦。
Psm 59:9 我的力量阿、我必仰望你．
因为 神是我的高台。
Psm 59:10 我的
神要以慈爱迎接
我． 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
Psm 59:11 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
忘记．主阿、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
降为卑。
Psm 59:12 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
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
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
Psm 59:13 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
以至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 神
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

第五十九篇
Psm 59:1〔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

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诗、交与伶长、
调用休要毁坏。〕我的 神阿、求

〔细拉〕
Psm 59:14 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

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
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Psm 59:2 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
和喜爱流人血的人。
Psm 59:3 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
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
耶和华阿、这不是为我的过犯、
也不是为我的罪愆。
Psm 59:4 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
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
帮助我。
Psm 59:5 万军之
神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阿。求你兴起、惩治万邦．
His Faith

任凭他们叫号如狗、围城绕行。
Psm 59:15 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
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
Psm 59:16 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
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过
我的高台．在我急难的日子、作
过我的避难所。
Psm 59:17 我的力量阿、我要歌颂你．
因为 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与
我的 神。

第六十篇
Psm 60:1〔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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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兰争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盐谷
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时大卫
作这金诗、叫人学习、交与伶长、调用
为证的百合花。〕 神阿、你丢弃

求、侧耳听我的祷告．
Psm 61:2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
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
我更高的磐石。
Psm 61:3 因为你作过我的避难所、
作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
Psm 61:4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

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
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
Psm 60:2 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
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
Psm 60:3 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
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
Psm 60:4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
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细拉〕
Psm 60:5 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
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Psm 60:6
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
〔说或作应许我〕我要欢乐．我要
分开示剑、丈量疏割谷。
Psm 60:7 基列是我的、玛拿西也是
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
大是我的杖．
Psm 60:8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
向以东抛鞋．非利士阿、你还能
因我欢呼么。
Psm 60:9 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
引我到以东地。
Psm 60:10
神阿、你不是丢弃了我
们么． 神阿、你不和我们的军
兵同去么。
Psm 60:11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Psm 60:12 我们倚靠
神、才得施展
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
他。

〔细拉〕

神阿、你原是听了我所
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
的人。
Psm 61:6 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
年岁必存到世世。
Psm 61:7 他必永远坐在
神面前．
a
愿你预备慈爱和信实 保佑他。
Psm 61:8 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
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Psm 61:5

第六十二篇
Psm 62:1〔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作法、

交与伶长。〕我的心默默无声、专

等候

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Psm 62:2 惟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
大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
动摇。b
Psm 62:3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
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
的壁、要到几时呢。
Psm 62:4 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
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
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细
拉〕
a Psm 61:7 和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和诚实
b Psm 62:2 惟独... .hB*r~ foMa#-aO yB!G~c=m! yt!u*Wvyw]
yr]Wx aWh-Ea^ 和合本译作惟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hB*r~
大 [Adj. Feminine Sing.] 修饰 yt!u*Wvyw] 拯救 [N.
Feminine Sing.])

第六十一篇
Psm 61: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用丝弦

的乐器。〕

神阿、求你听我的呼

诗篇 (诗) Psm 第六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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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62:5 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

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
专等候 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
嘴唇赞美你。
他而来。
Psm 63:7 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
Psm 62:6 惟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
你翅膀的荫下欢呼。
63:3
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 传 2:17 Psm 63:8 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
摇。
6:5-6,8 右手扶持我。
心:原文作
Psm 62:7 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
魂 yv!p=n~ Psm 63:9 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
在乎 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 63:10* 必往地底下去。
或作狐狸, Psm 63:10 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
避难所、都在乎 神．
参看:
Psm 62:8 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 士 15:4
狗*所吃。
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神是我们
Psm 63:11 但是王必因
神欢喜．凡
的避难所。〔细拉〕
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
Psm 62:9 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
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
第六十四篇
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Psm 64: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
Psm 62:10 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
神阿、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
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
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
放在心上。
受仇敌的惊恐。
Psm 62:11
神说了一次、两次、我
Psm 64:2 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
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 神。
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
Psm 62:12 主阿、慈爱也是属乎你．
扰乱．
因为你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Psm 64:3 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
第六十三篇
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
Psm 63:1〔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作
Psm 64:4 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
了这诗。〕 神阿、你是我的 神、
忽然射他、并不惧怕。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
Psm 64:5 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
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
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
慕你。
见。
Psm 63:2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Psm 64:6 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
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是极力图谋的．他们各人的意念
Psm 63:3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心思是深的。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Psm 64:7 但
神要射他们．他们忽
Psm 63:4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
然被箭射伤。
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Psm 64:8 他们必然绊跌、被自己的
Psm 63:5-6 我在床上记念你、在夜
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
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
摇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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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64:9 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

Psm 65:11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
Psm 64:10 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
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
要夸口。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Psm 65:12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
以欢乐束腰。
Psm 65:13 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
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第六十五篇

第六十六篇

Psm 65:1〔大卫的诗歌、交与伶长。〕

神阿、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Psm 65:2 听祷告的主阿、凡有血气
的、都要来就你。
Psm 65:3 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
过犯、你都要赦免。
Psm 65:4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
知足了。
Psm 65:5 拯救我们的
神阿、你必
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
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
靠的。
Psm 65:6 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
量安定诸山．
Psm 65:7 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
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
静了。
Psm 65:8 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
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
呼。
Psm 65:9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
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
谷。
Psm 65:10 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
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
长的、蒙你赐福。
诗篇 (诗) Psm 第六十六篇

Psm 66:1〔一篇诗歌、交与伶长。〕全

地都当向 神欢呼、
Psm 66:2 歌颂他荣耀的名．用赞美
作他的荣耀。a
Psm 66:3 当对
神说、你的作为何
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
你。
Psm 66:4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名。〔细拉〕
Psm 66:5 你们来看
神所行的．他
向世人所作之事、是可畏的。
Psm 66:6 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
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Psm 66:7 他用权能治理万民、直到
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
的人不可自高。〔细拉〕
Psm 66:8 万民哪、你们当称颂我们
的 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Psm 66:9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
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Psm 66:10
神阿、你曾试验我们、
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Psm 66:11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
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Psm 66:12 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
a Psm 66:2 歌颂... .w{tL*h!T= dobk* Wmyc! w{mv=-dobk=
WrM=z~ 和合本译作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
语、将他的荣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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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之地。
Psm 66:13 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
68:12
你还我的愿、
出 3:22
Psm 66:14 就是在急难时我嘴唇所
发的、口中所许的。
Psm 66:15 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将公
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
羊献上。〔细拉〕
Psm 66:16 凡敬畏
神的人、你们都
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Psm 66:17 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
头、也称他为高。
Psm 66:18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
不听。
Psm 66:19 但
神实在听见了．他侧
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Psm 66:20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
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
的慈爱离开我。

第六十七篇
Psm 67:1〔一篇诗歌、交与伶长、用丝弦

的乐器。〕愿

神怜悯我们、赐福
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细
拉〕
Psm 67:2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Psm 67:3
神阿、愿列邦称赞你。愿
万民都称赞你。
Psm 67:4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
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
的万国。〔细拉〕
Psm 67:5
神阿、愿列邦称赞你．愿
万民都称赞你。
Psm 67:6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
是我们的 神、要赐福与我们。
Psm 67:7
神要赐福与我们．地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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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极都要敬畏他。

第六十八篇
Psm 68:1〔大卫的诗歌、交与伶长。〕愿

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
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
Psm 68:2 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
散．恶人见 神之面而消灭、如
蜡被火镕化。
Psm 68:3 惟有义人必然欢喜、在
神面前高兴快乐。
Psm 68:4 你们当向
神唱诗、歌颂
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
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
在他面前欢乐。
Psm 68:5
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
父、作寡妇的伸冤者。
Psm 68:6
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
囚的出来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
干燥之地。
Psm 68:7
神阿、你曾在你百姓前
头出来、在旷野行走。〔细拉〕
Psm 68:8 那时地见
神的面而震动、
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 神
的面也震动。
Psm 68:9
神阿、你降下大雨．你产
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
固。
Psm 68:10 你的会众住在其中． 神
阿、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Psm 68:11 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
女成了大群。
Psm 68:12 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
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
的。
Psm 68:13 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
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
诗篇 (诗) Psm 第六十八篇

诗篇 (诗) Psm 第六十八篇

黄金一般。
Psm 68:14 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
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们。
Psm 68:15 巴珊山是
神的山．巴珊
山是多峰多岭的山。
Psm 68:16 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哪、为
何斜看 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
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
Psm 68:17
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
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
Psm 68:18 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
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
间、受了供献、叫耶和华 神可
以与他们同住。
Psm 68:19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 神、是应当称
颂的。〔细拉〕
Psm 68:20
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
救恩的 神．人能脱离死亡、是
在乎主耶和华。
Psm 68:21 但
神要打破他仇敌的
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
Psm 68:22 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珊
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Psm 68:23 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
在血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
得分。
Psm 68:24
神阿、你是我的 神、
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
入圣所。
Psm 68:25 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
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
Psm 68:26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
在各会中称颂主 神。
Psm 68:27 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
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
诗篇 (诗) Psm 第六十九篇

68:18
弗 4:8
出 3:22

68:19
民 18:1

69:4
约 15:25

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
弗他利的首领。
Psm 68:28 以色列的能力、是
神所
赐的． 神阿、求你坚固你为我
们所成全的事。
Psm 68:29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
必带贡物献给你．
Psm 68:30 求你叱喝芦苇中的野兽、
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
银块踹在脚下． 神已经赶散好
争战的列邦。
Psm 68:31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
神．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Psm 68:32 世上的列国阿、你们要向
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
Psm 68:33 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
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
的声音。
Psm 68:34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
神．
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
力是在穹苍。
Psm 68:35
神阿、你从圣所显为可
畏．以色列的 神、是那将力量
权能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
称颂的。

第六十九篇
Psm 69: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调用百

神阿、求你救我．因为
众水要淹没我。
Psm 69:2 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
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
过我身。
Psm 69:3 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
我因等候 神、眼睛失明。
Psm 69:4 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
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
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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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
要叫我偿还。
Psm 69:5
神阿、我的愚昧你原知 69:9
约 2:17
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
罗 15:3
Psm 69:6 万军的主耶和华阿、求你
69:21
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 太 27:48
以色列的 神阿、求你叫那寻求 69:22
罗 11:9
你的、不要因我受辱。
Psm 69:7 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69:28*
出 32:32
满面羞愧。
赛 4:3-4
腓 4:3
Psm 69:8 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
启 3:5
启 13:8
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
启 17:8
Psm 69:9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启 20:12
启 21:27
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Psm 69:10 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
这倒算为我的羞辱。
Psm 69:11 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
他们的笑谈。
Psm 69:12 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
徒也以我为歌曲。
Psm 69:13 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
耶和华祈祷． 神阿、求你按你
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信实a、
应允我。
Psm 69:14 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
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
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
Psm 69:15 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
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
上合口。
Psm 69:16 耶和华阿、求你应允我、
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
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
Psm 69:17 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

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
允我。
Psm 69:18 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
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
Psm 69:19 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
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Psm 69:20 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
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
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
找不着一个。
Psm 69:21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Psm 69:22 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
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
变为机槛．
Psm 69:23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
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战抖。
Psm 69:24 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
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
Psm 69:25 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
愿他们的帐棚、无人居住。
Psm 69:26 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
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戏说他
的愁苦。
Psm 69:27 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
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
*
Psm 69:28 愿他们从生命册 上被涂
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
Psm 69:29 但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
阿、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Psm 69:30 我要以诗歌赞美
神的
名、以感谢称他为大。
Psm 69:31 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
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
Psm 69:32 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 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

a Psm 69:13 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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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六十九篇
Psm 69:33 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

人的手。
Psm 71:5 主耶和华阿、你是我所盼
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Psm 71:6 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
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
你。
Psm 71:7 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
我坚固的避难所。
Psm 71:8 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
日必满了我的口。
Psm 71:9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
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
你不要离弃我。
Psm 71:10 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
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
Psm 71:11 说、
神已经离弃他．我
们追赶他、捉拿他罢．因为没有
人搭救。
Psm 71:12
神阿、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 神阿、求你速速帮助我。
Psm 71:13 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
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
羞。
Psm 71:14 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
发赞美你。
Psm 71:15 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
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
数。
Psm 71:16 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
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Psm 71:17
神阿、自我年幼时、你
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
奇妙的作为。
Psm 71:18
神阿、我到年老发白的
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
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

不藐视被囚的人。
Psm 69:34 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
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
Psm 69:35 因为
神要拯救锡安、建
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
居住、得以为业。
Psm 69:36 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
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第七十篇
Psm 70:1〔大卫的记念诗、交与伶长。〕

神阿、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
阿、求你速速帮助我。
Psm 70:2 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抱愧
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
后受辱。
Psm 70:3 愿那些对我说、阿哈、阿
哈的、因羞愧退后。
Psm 70:4 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
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
说、当尊 神为大。
Psm 70:5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神
阿、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
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阿、
求你不要耽延。

第七十一篇
Psm 71:1 耶和华阿、我投靠你．求

你叫我永不羞愧。
Psm 71:2 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
Psm 71:3 求你作我常住的磐石．你
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
岩石、我的山寨。
Psm 71:4 我的
神阿、求你救我脱
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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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后世的人。
Psm 71:19
神阿、你的公义甚高．
行过大事的 神阿、谁能像你。
Psm 71:20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
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
深处救上来。
Psm 71:21 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
来安慰我。
Psm 71:22 我的
神阿、我要鼓瑟称
赞你、称赞你的信实a．以色列的
圣者阿、我要弹琴歌颂你。
Psm 71:23 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
唇、和你所赎我的灵魂、都必欢
呼。
Psm 71:24 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
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
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
Psm 72:9 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
下拜．他的仇敌必要餂土。
Psm 72:10 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
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Psm 72:11 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
要事奉他。
Psm 72:12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Psm 72:13 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
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Psm 72:14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
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
宝贵、
Psm 72:15 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
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终日称颂他。
Psm 72:16 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
茂盛．〔五谷必然茂盛或作有一把五
谷〕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
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
地上的草。
Psm 72:17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留
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
国要称他有福。
Psm 72:18 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以色
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Psm 72:19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
地。阿们、阿们。
Psm 72:20 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
完毕。

第七十二篇
神阿、求
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
赐给王的儿子。
Psm 72:2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
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Psm 72:3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
民得享平安。
Psm 72:4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
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
Psm 72:5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
要敬畏你、直到万代。
Psm 72:6 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
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
Psm 72:7 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
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
Psm 72:8 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
Psm 72:1〔所罗门的诗。〕

第七十三篇
神实在恩
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Psm 73:1〔亚萨的诗。〕

a Psm 71:22 你的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你的诚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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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七十三篇
Psm 73:2 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

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Psm 73:20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阿、
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
像。
Psm 73:21 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
刺．
Psm 73:22 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
前如畜类一般。
Psm 73:23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
着我的右手。
Psm 73:24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Psm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
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
所爱慕的。
Psm 73:26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
残．但 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Psm 73:27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
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Psm 73:28 但我亲近
神是与我有
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我的脚险些滑跌。
Psm 73:3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
就心怀不平。
Psm 73:4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Psm 73:5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
像别人遭灾。
Psm 73:6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
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
的身体。
Psm 73:7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Psm 73:8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
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
Psm 73:9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
的舌毁谤全地。
Psm 73:10 所以
神的民归到这里、
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Psm 73:11 他们说、 神怎能晓得．
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Psm 73:12 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
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
Psm 73:13 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
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Psm 73:14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
晨受惩治．
Psm 73:15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
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
Psm 73:16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
看实系为难．
Psm 73:17 等我进了
神的圣所、思
想他们的结局。
Psm 73:18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Psm 73:19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四篇

第七十四篇
神阿、
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
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
Psm 74:2 求你记念你古时所得来的
会众、就是你所赎作你产业支派
的．并记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
山。
Psm 74:3 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
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
恶事。
Psm 74:4 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
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
Psm 74:1〔亚萨的训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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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74:5 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

伐林中的树。
Psm 74:6 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
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
Psm 74:7 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
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
Psm 74:8 他们心里说、我们要尽行
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 神的会
所都烧毁了。
Psm 74:9 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帜．不
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
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
Psm 74:10
神阿、敌人辱骂要到几
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
远么．
Psm 74:11 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
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
Psm 74:12
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
在地上施行拯救。
Psm 74:13 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
水中龙a*的头打破。
Psm 74:14 你曾砸碎海龙的众头、把
他给旷野的民为食物。b
Psm 74:15 你曾分裂磐石、水便成了
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
Psm 74:16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
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
Psm 74:17 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
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
Psm 74:18 耶和华阿、仇敌辱骂、愚
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记念这
事。
Psm 74:19 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

74:13*
赛 27:1

第七十五篇
Psm 75:1〔亚萨的诗歌、交与伶长、调用

休要毁坏。〕

神阿、我们称谢你、
我们称谢你。因你的名为至亲c、
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Psm 75:2 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
正直施行审判。
Psm 75:3 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
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细拉〕
Psm 75:4 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
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角．
Psm 75:5 不要把你们的角高举．不
要挺着颈项说话。
Psm 75:6 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
也非从南而来。
Psm 75:7 惟有
神断定．他使这人
降卑、使那人升高。
Psm 75:8 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
酒起沫．杯内满了搀杂的酒．他
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

a Psm 74:13 龙 <yn]yN]t^ 和合本译作大鱼
b Psm 74:14你曾... .<yY]x!l= <u*l= lk*a&m^ WNn\T=T! /t*y`w+l!
yv@ar` T*x=X^r] hT*a^ 和合本译作你曾砸碎鳄鱼的
头、把他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禽兽原文作
民〕

His Faith

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
的性命。
Psm 74:20 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
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
所。
Psm 74:21 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
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
的名。
Psm 74:22
神阿、求你起来、为自
己伸诉．要记念愚顽人怎样终日
辱骂你。
Psm 74:23 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
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
升。

c Psm 75:1 因你的名为至亲 ;m#v= borq`w+ 和合本译
作因为你的名相近. 参看 Rut 2:2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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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渣滓、而且喝尽。
Psm 76:12 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
Psm 75:9 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
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
76:10*
赛 11:11
我要歌颂雅各的 神。
赛 37:31 第七十七篇
Psm 75:10 恶人一切的角、我要砍断．耶 23:3
摩 5:15
Psm 77:1〔亚萨的诗、照耶杜顿的作法、
惟有义人的角、必被高举。
番 2:9
交与伶长。〕我要向 神发声呼求．
亚 8:12
徒 15:17
第七十六篇
我向 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罗 9:27
Psm 77:2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
Psm 76:1〔亚萨的诗歌、交与伶长、用丝
77:10*
弦的乐器。〕在犹大 神为人所认 赛 53:5 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
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
不肯受安慰。
Psm 76:2 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
Psm 77:3 我想念
神、就烦躁不安．
安有他的居所。
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细拉〕
Psm 76:3 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
Psm 77:4 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
并盾牌、刀剑、和争战的兵器。
不安、甚至不能说话。
〔细拉〕
Psm 77:5 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
Psm 76:4 你从有野食之山而来、有
年。
光华和荣美。
Psm 77:6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
Psm 76:5 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
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
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
Psm 77:7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
措手。
再施恩么．
Psm 76:6 雅各的
神阿、你的斥责
Psm 77:8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
他的应许世世废弃么．
Psm 76:7 惟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
Psm 77:9 难道
神忘记开恩．因发
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
怒就止住他的慈悲么。〔细拉〕
Psm 76:8-9 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Psm 77:10 我便说、这是至高者的右
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
手要改变我的刺伤*。b
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
Psm 77:11 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
〔细拉〕
我要记念你古时的奇事。
Psm 76:10 因你对人的忿怒、要成全
Psm 77:12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
你的荣美．你怒气的余种*、要成
念你的作为。
为你的腰带。a
Psm 77:13
神阿、你的作为是洁净
Psm 76:11 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
的．有何神大如 神呢。
们的 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
Psm 77:14 你是行奇事的
神．你曾
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
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a Psm 76:10 因你... .rG{j=T^ tm)j@ tyr]a@v= ;d\oT <d`a*
tm^j&-yK! 和合本译作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荣美．
人的余怒、你要禁止。 (余种 tyr]a@v= 创 45:7, 赛
1:9)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七篇

b Psm 77:10 我便说... ./oyl=u# /ym!y+ tonv= ayh! yt!
oLj^ rm^a)w` 和合本译作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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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77:15 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

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细拉〕

神阿、诸水见你、一见
就都惊惶．深渊也都战抖。
Psm 77:17 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
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
Psm 77:18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
照亮世界．大地战抖震动。
Psm 77: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
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Psm 77:20 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
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Psm 77:16

78:9
诗 78:67
诗 78:68

第七十八篇
Psm 78:1〔亚萨的训诲诗。〕我的民哪、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
我口中的话。
Psm 78:2 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
出古时的谜语．
Psm 78:3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Psm 78:4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
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
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
说给后代听。
Psm 78:5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
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Psm 78:6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
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
的子孙．
Psm 78:7 好叫他们仰望
神、不忘
记 神的作为．惟要守他的命令．
Psm 78:8 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
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他们的灵

不相信 神a。
Psm 78:9 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
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
Psm 78:10 他们不遵守
神的约、不
肯照他的律法行．
Psm 78:11 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
给他们奇妙的作为。
Psm 78:12 他在埃及地、在琐安田、
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
Psm 78:13 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
又叫水立起如垒。
Psm 78:14 他白日用云彩、终夜用火
光、引导他们。
Psm 78:15 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
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
Psm 78:16 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
如江河下流。
Psm 78:17 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
燥之地悖逆至高者。
Psm 78:18 他们心中试探
神、随自
己所欲的求食物．
Psm 78:19 并且妄论
神、说、 神
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么。
Psm 78:20 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
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么．还
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么。
Psm 78:21 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
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
色列上腾．
Psm 78:22 因为他们不信服
神、不
倚赖他的救恩。
Psm 78:23 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
上的门、
Psm 78:24 降吗哪像雨给他们吃、将
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
a Psm 78:8 他们 ... .w{jWr la@-ta# hn`m=a#n\-aOw+ 和合
本译作向着 神心不诚实

His Faith

671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八篇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八篇
Psm 78:25 各人〔或作人〕吃大能者

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
足。
Psm 78:26 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
78:51
能力引了南风来。
出 11:5
Psm 78:27 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
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
Psm 78:28 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
住处的四面。
Psm 78:29 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
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
Psm 78:30 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
他们口中的时候、
Psm 78:31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
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
倒以色列的少年人。
Psm 78:32 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
不信他奇妙的作为。
Psm 78:33 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
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
恐。
Psm 78:34 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
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
神。
Psm 78:35 他们也追念
神是他们
的磐石、至高的 神、是他们的
救赎主。
Psm 78:36 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
向他说谎。
Psm 78:37 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
他的约上也不信实a。
Psm 78:38 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
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
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忿怒。
Psm 78:39 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Psm 78:40 他们在旷野悖逆他、在荒
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
Psm 78:41 他们再三试探
神、惹动
以色列的圣者。
Psm 78:42 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
〔原文作手〕和赎他们脱离敌人
的日子．
Psm 78:43 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
在琐安田显奇事、
Psm 78:44 把他们的江河、并河汊的
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
Psm 78:45 他叫螥蝇成群、落在他们
当中、嘬尽他们．又叫青蛙灭了
他们．
Psm 78:46 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
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
Psm 78:47 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
萄树．下严霜打坏他们的桑树．
Psm 78:48 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
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
Psm 78:49 他使猛烈的怒气、和忿怒、
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
者、临到他们。
Psm 78:50 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
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
亡．
Psm 78:51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
含的帐棚中、击杀他们强壮时头
生的。
Psm 78:52 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
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
Psm 78:53 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
他们不至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
仇敌。
Psm 78:54 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

a Psm 78:37 信实 Wnm=a#n\ 和合本译作忠心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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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
Psm 78:55 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
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 78:67
创 48:20
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 耶 31:9
代上 5:1
们的帐棚里。
代下 25:7
Psm 78:56 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
的 神、不守他的法度．
Psm 78:57 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
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
翻背的弓。
Psm 78:58 因他们的邱坛、惹了他的
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
他的愤恨。
Psm 78:59
神听见、就发怒、极其
憎恶以色列人．
Psm 78:60 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
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棚．
Psm 78:61 又将他的约柜〔原文作能
力〕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
在敌人手中。
Psm 78:62 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
向他的产业发怒。
Psm 78:63 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
无喜歌。
Psm 78:64 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
哀哭。
Psm 78:65 那时主像世人睡醒、像勇
士饮酒呼喊。
Psm 78:66 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
他们永蒙羞辱。
Psm 78:67 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棚、
不拣选以法莲支派、
Psm 78:68 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
爱的锡安山．
Psm 78:69 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
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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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78:70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

羊圈中将他召来．
Psm 78:71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
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
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Psm 78:72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
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
们。

第七十九篇
神阿、外邦
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
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Psm 79:2 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
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
交与地上的野兽．
Psm 79:3 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
血如水、无人葬埋。
Psm 79:4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
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
Psm 79:5 耶和华阿、这到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么．你的愤恨要
如火焚烧么。
Psm 79:6 愿你将你的忿怒倒在那不
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
的国度。
Psm 79:7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
的住处变为荒场。
Psm 79:8 求你不要记念我们先祖的
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
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
微的地步。
Psm 79:9 拯救我们的
神阿、求你
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
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
的罪。
Psm 79:10 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
Psm 79:1〔亚萨的诗。〕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九篇

诗篇 (诗) Psm 第七十九篇

神在那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
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
冤。
Psm 79:11 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
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
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Psm 79:12 主阿、愿你将我们邻邦所
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
身上。
Psm 79:13 这样、你的民、你草场的
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
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

80:8
太 21:33

第八十篇
Psm 80:1〔亚萨的诗、交与伶长、调用为

证的百合花。〕领约瑟如领羊群之

以色列的牧者阿、求你留心听．
坐在二基路伯上的阿、求你发出
光来。
Psm 80:2 在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前
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
Psm 80:3
神阿、求你使我们回转、
〔回转或作复兴〕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Psm 80:4 耶和华万军之
神阿、你
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
呢．
Psm 80:5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
Psm 80:6 你使邻邦因我们分争．我
们的仇敌彼此戏笑。
Psm 80:7 万军之
神阿、求你使我
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
要得救。
Psm 80:8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
Psm 80:9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
诗篇 (诗) Psm 第八十一篇

他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
Psm 80:10 他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
好像佳美的香柏树。
Psm 80:11 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
发出蔓子、延到大河。
Psm 80:12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
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
Psm 80:13 林中出来的野猪、把他蹧
踏、野地的走兽、拿他当食物。
Psm 80:14 万军之
神阿、求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
Psm 80:15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
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
Psm 80:16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
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
亡了。
Psm 80:17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
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Psm 80:18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
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
告你的名。
Psm 80:19 耶和华万军之
神阿、求
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第八十一篇
Psm 81:1〔亚萨的诗、交与伶长、用迦特

乐器。〕你们当向

神我们的力
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 神发声
欢乐、
Psm 81:2 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
琴与瑟。
Psm 81:3 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
节的日期、吹角。
Psm 81:4 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 神的典章。
Psm 81:5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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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
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Psm 81:6
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
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
Psm 81:7 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
救你．我在雷的隐密处应允你、
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细

82:6
约 10:34

拉〕
Psm 81:8 我的民哪、你当听．我要

劝戒你。以色列阿、甚愿你肯听
从我。
Psm 81:9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Psm 81:10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曾
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
张口、我就给你充满。
Psm 81:11 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
音．以色列全不理我。
Psm 81:12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Psm 81:13 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
色列肯行我的道．
Psm 81:14 我便速速治服他们的仇
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Psm 81:15 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Psm 81:16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
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

第八十三篇
神阿、求
你不要静默． 神阿、求你不要
闭口、也不要不作声．
Psm 83:2 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
的抬起头来。
Psm 83:3 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
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Psm 83:4 他们说、来罢、我们将他
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
色列的名、不再被人记念。
Psm 83:5 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
要抵挡你．
Psm 83:6 就是住帐棚的以东人、和
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
Psm 83:7 迦巴勒、亚扪、和亚玛力、
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
Psm 83:8 亚述也与他们连合．他们
作罗得子孙的帮手。〔细拉〕
Psm 83:9 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
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
Psm 83:10 他们在隐多珥灭亡、成了
地上的粪土。
Psm 83:1〔亚萨的诗歌。〕

第八十二篇
神站在有
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
Psm 82:2 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
徇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Psm 82:1〔亚萨的诗。〕

〔细拉〕
Psm 82:3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

His Faith

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
公义。
Psm 82:4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Psm 82:5 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
摇动了。
Psm 82:6 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
至高者的儿子。
Psm 82:7 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
样．要仆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Psm 82:8
神阿、求你起来、审判世
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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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83:11 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

人到锡安朝见 神。
Psm 84:8 耶和华万军之
神阿、求
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 神阿、
求你留心听。〔细拉〕
Psm 84:9
神阿、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Psm 84: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
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 神殿
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Psm 84:11 因为耶和华
神是日头、
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
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
动正直的人。
Psm 84:12 万军之耶和华阿、倚靠你
的人、便为有福。

立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
像西巴和撒慕拿。
Psm 83:12 他们说、我们要得
神的
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
Psm 83:13 我的
神阿、求你叫他们
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
Psm 83:14 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
样烧着山岭．
Psm 83:15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
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
Psm 83:16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
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
Psm 83:17 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
他们惭愧灭亡．
Psm 83:18 使他们知道惟独你名为
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第八十五篇
Psm 85:1〔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伶长。〕

第八十四篇

耶和华阿、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
救回被掳的雅各。
Psm 85:2 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细

Psm 84:1〔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伶长、用

迦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阿、你

的居所何等可爱。
Psm 84:2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
神呼吁。〔或作欢呼〕
Psm 84:3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
的 神阿、在你祭坛那里、麻雀
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
着菢雏之窝。
Psm 84: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
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细拉〕
Psm 84: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
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Psm 84:6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
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
盖满了全谷。
Psm 84:7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
诗篇 (诗) Psm 第八十五篇

拉〕
Psm 85:3 你收转了所发的忿怒、和

你猛烈的怒气。
Psm 85:4 拯救我们的
神阿、求你
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
止息。
Psm 85:5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么、
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么．
Psm 85:6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
的百姓靠你欢喜么。
Psm 85:7 耶和华阿、求你使我们得
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
我们。
Psm 85:8 我要听
神耶和华所说的
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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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
再转去妄行。
Psm 85:9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
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
上。
a
Psm 85:10 慈爱和信实 、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b
Psm 85:11 信实 从地而生、公义从
天而现。
Psm 85:12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
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Psm 85:13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
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

Psm 86:9 主阿、你所造的万民、都

86:3*
创 4:26
诗 18:6
珥 2:32
徒 2:21
罗 10:13

第八十六篇
Psm 86:1〔大卫的祈祷。〕耶和华阿、

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
乏的。
Psm 86:2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
是虔诚人。我的 神阿、求你拯
救这倚靠你的仆人．
Psm 86:3 主阿、求你怜悯我、因我
终日求告*你。
Psm 86:4 主阿、求你使仆人心里欢
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Psm 86:5 主阿、你本为良善、乐意
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
求告你的人。
Psm 86:6 耶和华阿、求你留心听我
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Psm 86:7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Psm 86:8 主阿、诸神之中没有可比
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第八十七篇
Psm 87:1〔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

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Psm 87:2 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
各一切的住处。
Psm 87:3
神的城阿、有荣耀的事
乃指着你说的。〔细拉〕
Psm 87:4 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
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

a Psm 85:10 慈爱和信实 tm#a$w\-ds#j# 和合本译作慈
爱和诚实
b Psm 85:11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His Faith

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
名。
Psm 86:10 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
惟独你是 神。
Psm 86:11 耶和华阿、求你将你的道
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
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Psm 86:12 主我的
神阿、我要一心
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
永远。
Psm 86:13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
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
深的阴间。
Psm 86:14
神阿、骄傲的人起来攻
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
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Psm 86:15 主阿、你是有怜悯有恩典
的 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
的慈爱和信实c。
Psm 86:16 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
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
的儿子。
Psm 86:17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
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

c Psm 86:15 和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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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
么．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么．
〔细拉〕
生在那里。
87:6
Psm 88:11 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
Psm 87:5 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
记录:
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 诗 69:28 慈爱么．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
信实么．
88:1
亲自坚立这城。
可拉后裔:
Psm 88:12 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
Psm 87:6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诗 42:1
被知道么．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
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细 麻哈拉:
诗 53:1
之地被知道么。
拉〕
希幔:
王上 4:31
Psm 87:7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 代上 2:6 Psm 88:13 耶和华阿、我呼求你．我
拯救的神: 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
。
诗 24:5
昼夜呼吁: Psm 88:14 耶和华阿、你为何丢弃我．
诗 22:2
第八十八篇
为何掩面不顾我。
路 18:7
Psm 88:1〔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
Psm 88:15 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
拉人希幔的训诲诗、交与伶长、调用麻 88:2
诗 31:2
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
哈拉利暗俄。〕耶和华拯救我的
88:3
Psm 88:16 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
神阿、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阴间:
诗 16:10 惊吓、把我剪除。
Psm 88:2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Psm 88:17 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
88:4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诗 28:1
齐都来围困我。
Psm 88:3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
88:5
Psm 88:18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
赛 53:8
的性命临近阴间。
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
Psm 88:4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 88:7
暗里。
同无力的人一样。〔无力或作没有 诗 42:7
帮助〕

89:1

Psm 88:5 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

以探:
王上 4:31
Psm 89:1〔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
慈爱:
诗 136:1、
26
信实:
．
诗 119:90
。

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
不再记念的、与你隔绝了。
Psm 88:6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
在黑暗地方、在深处。
89:3
拣选的:
Psm 88:7 你的忿怒重压我身．你用 赛 42:1
一切的波浪困住我。〔细拉〕
89:4
Psm 88:8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后裔:
创 12:7
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 创 13:15
创 17:7
不得出来。
创 24:7
Psm 88:9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 斯 10:3
加 3:16
耶和华阿、我天天求告你、向你
举手。
Psm 88:10 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
诗篇 (诗) Psm 第八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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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
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
代
Psm 89:2 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
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
在天上。
Psm 89:3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
Psm 89:4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
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
代。〔细拉〕
Psm 89:5 耶和华阿、诸天要称赞你
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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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实。
89:6
Psm 89:6 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
诗 86:8
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
89:9
Psm 89:7 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 诗 65:7
伯 38:11
威严的 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
89:10
更可畏惧。
拉哈伯:
Psm 89:8 耶和华万军之
神阿、那 伯 9:13
伯 26:12
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 诗 87:4
赛 30:7
实、是在你的四围。
赛 51:9
Psm 89:9 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
89:11
诗 24:1
腾、你就使他平静了。
代上
29:11
Psm 89:10 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
已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 89:20
徒 13:22
了你的仇敌。
Psm 89:11 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 89:27
出 4:22
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罗 8:29
西 1:15
Psm 89:12 南北为你所创造．他泊和 西 1:18
来 1:5
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
Psm 89:13 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
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
Psm 89:14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
根基．慈爱和信实a、行在你前面。
Psm 89:15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
有福的。耶和华阿、他们在你脸
上的光里行走。
Psm 89:16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Psm 89:17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
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角必被高
举。
Psm 89:18 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
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
Psm 89:19 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
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
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

从民中所拣选的。
Psm 89:20 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
我的圣膏膏他。
Psm 89:21 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
膀臂也必坚固他。
Psm 89:22 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
子、也不苦害他。
Psm 89:23 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
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
Psm 89:24 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
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
的角必被高举。
Psm 89:25 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
上、右手伸到河上。
Psm 89:26 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
父、是我的 神、是拯救我的磐
石。
Psm 89:27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
上最高的君王。
Psm 89:28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
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
坚定。
Psm 89:29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
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
Psm 89:30 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
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
Psm 89:31 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
的诫命．
Psm 89:32 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
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
Psm 89:33 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
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
弃。
Psm 89:34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
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Psm 89:35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

a Psm 89:14 和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和诚实

His Faith

679

诗篇 (诗) Psm 第八十九篇

诗篇 (诗) Psm 第八十九篇

起誓．我决不向大卫说谎。
受的羞辱、记念我怎样将一切强
89:45
Psm 89:36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
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
诗 102:23
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
Psm 89:51 耶和华阿、你的仇敌、用
89:48
Psm 89:37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 约 8:51
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
上确实的见证。〔细拉〕
你受膏者的脚踪。
90:1
神人摩西:
Psm 89:38 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 申 33:1
Psm 89:52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
居所:
丢掉弃绝他。
到永远。阿们、阿们。
诗 71:3
Psm 89:39 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
90:2
第九十篇
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
箴 8:25
Psm 90:1〔神人摩西的祈祷。〕主阿、
Psm 89:40 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 90:3
创 3:19
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
传 12:7
Psm 90:2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
Psm 89:41 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
90:4
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
他成为邻邦的羞辱。
彼后 3:8
是 神。
Psm 89:42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 90:5
创 7:4
Psm 90:3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
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
们世人要归回。
Psm 89:43 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 90:6
雅 1:11
Psm 90:4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
在争战之中站立不住。
90:8
Psm 89:44 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 耶 16:17 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Psm 90:5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
的宝座推倒于地。
90:9-10
Psm 89:45 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 传 1:13-14 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
草．
使他蒙羞。〔细拉〕
Psm 90:6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
Psm 89:46 耶和华阿、这要到几时呢．
枯干。
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么．你的
Psm 90:7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忿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
因你的忿怒而惊惶。
Psm 89:47 求你记念我的年岁是何
Psm 90:8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
等a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
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
们归何等的虚空呢。〔细拉〕
b
中。
Psm 89:48 谁能常活不见死 、救他
Psm 90:9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
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细
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
拉〕
像一声叹息。
Psm 89:49 主阿、你从前凭你的信实
Psm 90:10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
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那
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
里呢。
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Psm 89:50 主阿、求你记念仆人们所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a Psm 89:47 求你... dl#j*-hm# yn]a&-rk*z+ 和合本译
作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
Psm 90:11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
b Psm 89:48 谁能... tw\M*-ha#r+y] aOw+ hy\j=y] rb#g\ ym!
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
和合本译作谁能常活免死
诗篇 (诗) Psm 第九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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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呢。
Psm 90:12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

Psm 91:7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
91:4

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 太 23:37
91:12
的心。
太 4:6
Psm 90:13 耶和华阿、我们要等到几
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 91:15
诗 51:15
悔。
91:16
长寿:
Psm 90:14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
王上 3:14
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 诗 34:12
箴 3:16
喜乐。
弗 6:2-3
Psm 90:15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
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
我们喜乐。
Psm 90:16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
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Psm 90:17 愿主我们
神的荣美、归
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
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
坚立。

第九十一篇
Psm 91:1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

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Psm 91:2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
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
的 神、是我所倚靠的。
Psm 91:3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
罗、和毒害的瘟疫。
Psm 91: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
信实a、是大小的盾牌。
Psm 91:5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
是白日飞的箭．
Psm 91:6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
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第九十二篇
Psm 92:1〔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

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Psm 92:2-3 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
琴弹幽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
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
为美事。
Psm 92:4 因你耶和华藉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
呼。
Psm 92:5 耶和华阿、你的工作何其
大、你的心思极其深。
Psm 92:6 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

a Psm 91:4 他的信实 .w{Tm!a& 和合本译作他的诚实

His Faith

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
临近你。
Psm 91:8 你惟亲眼观看、见恶人遭
报。
Psm 91:9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
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Psm 91:10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
不挨近你的帐棚。
Psm 91:11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
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Psm 91:12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
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Psm 91:13 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
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Psm 91:14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
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Psm 91:15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
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Psm 91:16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
的救恩显明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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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九十二篇

不明白。
Psm 92:7 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
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
亡、直到永远。
Psm 92:8 惟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
永远。
Psm 92:9 耶和华阿、你的仇敌都要
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Psm 92:10 你却高举了我的角、如野
牛的角．我是被新油膏了的。
Psm 92:11 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
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
人受罚。
Psm 92:12 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
如利巴嫩的香柏树。
Psm 92:13 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旺在我们 神的院里。
Psm 92:14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
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Psm 92:15 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

第九十四篇
Psm 94:1 耶和华阿、你是伸冤的

94:9
出 4:11
约 9:3

94:12
来 12:6

第九十三篇
Psm 93:1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

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
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
摇。
Psm 93:2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
从亘古就有。
Psm 93:3 耶和华阿、大水扬起、大
水发声、波浪澎湃。
Psm 93:4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
Psm 93:5 耶和华阿、你的法度最的
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

诗篇 (诗) Psm 第九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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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伸冤的 神阿、求你发出光
来。
Psm 94:2 审判世界的主阿、求你挺
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Psm 94:3 耶和华阿、恶人夸胜要到
几时呢、要到几时呢。
Psm 94:4 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
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
Psm 94:5 耶和华阿、他们强压你的
百姓、苦害你的产业。
Psm 94:6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又杀害孤儿。
Psm 94:7 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
雅各的 神必不思念。
Psm 94:8 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
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
Psm 94:9 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
见么．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
见么．
Psm 94:10 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
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么。
Psm 94:11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
虚妄的。
Psm 94:12 耶和华阿、你所管教、用
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Psm 94:13 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
享平安．惟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
中。
Psm 94:14 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
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
Psm 94:15 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
直的、必都随从。
Psm 94:16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
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
FOJC.NET

诗篇 (诗) Psm 第九十四篇
Psm 94:17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

就住在寂静之中了。
Psm 94:18 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
阿、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
Psm 94:19 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
95:7-11
来 3:7-11
我、就使我欢乐。
来 4:7
Psm 94:20 那藉着律例架弄残害、在
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么。95:11
来 3:11
Psm 94:21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 *他们...:
若他们
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
Psm 94:22 但耶和华向来作了我的
96:9
诗 110:3
高台．我的 神作了我投靠的磐
石。
Psm 94:23 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
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
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 神
要把他们剪除。

第九十五篇
Psm 95:1 来阿、我们要向耶和华歌

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Psm 95:2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
向他欢呼。
Psm 95:3 因耶和华为大
神、为大
王、超乎万神之上。
Psm 95:4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
高峰也属他。
Psm 95:5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
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Psm 95:6 来阿、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Psm 95:7 因为他是我们的
神．我
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Psm 95:8 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
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
Psm 95:9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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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Psm 95:10 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
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Psm 95:11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第九十六篇
Psm 96:1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Psm 96:2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
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Psm 96:3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Psm 96:4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
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Psm 96:5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
耶和华创造诸天。
Psm 96:6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
Psm 96:7 民中的万族阿、你们要将
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
和华．
Psm 96:8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
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
院宇。
Psm 96:9 当以圣洁的妆饰、〔的或作
为〕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
前战抖。
Psm 96:10 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
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
Psm 96:11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
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Psm 96:12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
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
耶和华面前欢呼．
诗篇 (诗) Psm 第九十六篇

诗篇 (诗) Psm 第九十六篇
Psm 96:13 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

Psm 98:2 耶和华彰显

a

了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Psm 98:3 记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
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
第九十七篇
都看见我们 神的救恩。
Psm 97:1 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
Psm 98:4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97:2
愿众海岛欢喜。
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幽暗之处:
Psm 97:2 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出 20:21 Psm 98:5 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用琴
、
4:11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申
王上 8:12 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
Psm 97:3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 代下 6:1 Psm 98:6 用号和角声 在大君王耶
、
他四围的敌人。
和华面前欢呼。
Psm 97:4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
Psm 98:7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看见便震动。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
Psm 97:5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
Psm 98:8 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
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
和华面前一同欢呼．
Psm 97:6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
Psm 98:9 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
看见他的荣耀。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
Psm 97:7 愿一切事奉雕刻的偶像、
判万民。
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
第九十九篇
万神哪、你们都当拜他。
Psm 97:8 耶和华阿、锡安听见你的
Psm 99:1 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抖．
判断、就欢喜、犹大的城邑、〔原
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
文作女子〕也都快乐。
Psm 99:2 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
Psm 97:9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
乎万民之上。
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
Psm 99:3 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
Psm 97:10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
名．他本为圣。
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
Psm 99:4 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
Psm 97:11 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
Psm 99:5 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
喜乐、是为正直人。
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
Psm 97:12 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
Psm 99:6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
喜、称谢他可记念的圣名。
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
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
第九十八篇
Psm 99:7 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
Psm 98:1〔一篇诗。〕你们要向耶和
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
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们的律例。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a Psm 98:2 彰显 u~yd]oh 和合本译作发明
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
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诗篇 (诗) Psm 第九十九篇

684

FOJC.NET

诗篇 (诗) Psm 第九十九篇
Psm 99:8 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你
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 神、
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
Psm 99:9 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
101:2
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 路 19:5
102:7
华我们的 神本为圣。

太 24:17

第一百篇
Psm 100:1〔称谢诗。〕普天下当向耶

和华欢呼。
Psm 100:2 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Psm 100:3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
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Psm 100:4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
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
他的名。
Psm 100:5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
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
到万代。

第一百零二篇
Psm 102:1〔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

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耶和华阿、

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
到你面前。
Psm 102:2 我在急难的日子、求你向
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
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
Psm 102:3 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
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
Psm 102:4 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
甚至我忘记吃饭。
Psm 102:5 因我唉哼的声音、我的肉
紧贴骨头。
Psm 102:6 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
像荒场的鸮鸟。
Psm 102:7 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
孤单的麻雀。
Psm 102:8 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
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
Psm 102:9 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
我所喝的与眼泪搀杂．
Psm 102:10 这都因你的恼恨和忿怒．
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

第一百零一篇
Psm 101:1〔大卫的诗。〕我要歌唱慈

爱和公平．耶和华阿、我要向你
歌颂。
Psm 101:2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
全的心、行在我家中。
Psm 101:3 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
眼前．悖逆人所作的事、我甚恨
恶、不容沾在我身上。
Psm 101:4 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
一切的恶人、〔或作恶事〕我不认
识。
Psm 101:5 在暗中谗谤他邻居的、我
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
His Faith

纵的、我必不容他。
a
Psm 101:6 我眼要看地上的信实人 、
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
他要伺候我。
Psm 101:7 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
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
眼前。
Psm 101:8 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
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
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

a Psm 101:6 地上的信实人 Jr\a#-yn}ma
= #n\B= 和合本译
作国中的诚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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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百零二篇
Psm 102:11 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

我也如草枯干。
Psm 102:12 惟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
102:25
来 1:10
你可记念的名、也存到万代。
102:26
Psm 102:13 你必起来怜恤锡安、因
太 24:35
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
到了。
Psm 102:14 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
石头、可怜他的尘土。
Psm 102:15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Psm 102:16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Psm 102:17 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
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Psm 102:18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
Psm 102:19 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
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
Psm 102:20 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
要释放将要死的人．
Psm 102:21 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
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
话．
Psm 102:22 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
事奉耶和华的时候。
Psm 102:23 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
弱、使我的年日短少。
Psm 102:24 我说、我的
神阿、不要
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
无穷。
Psm 102:25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Psm 102:26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
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零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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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改变了．
Psm 102:27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
年数没有穷尽。
Psm 102:28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第一百零三篇
Psm 103:1〔大卫的诗。〕我的心哪、

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Psm 103:2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
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Psm 103: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
治你的一切疾病。
Psm 103:4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Psm 103:5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
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Psm 103:6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
受屈的人伸冤。
Psm 103: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Psm 103:8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Psm 103:9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
怀怒。
Psm 103:10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
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
我们。
Psm 103:11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
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
大。
Psm 103:12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
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Psm 103:13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Psm 103:14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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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Psm 103:15 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
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
Psm 103:16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
103:19
万有:
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耶 10:16
Psm 103:17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
约 3:35
徒 10:36
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 罗 9:5
罗 11:36
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林前 3:21
弗 1:22
Psm 103:18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西 1:16
记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来 1:2
Psm 103:19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104:2
他的权柄〔原文作国〕统管万有。 路 9:29
但 7:9
Psm 103:20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
Psm 103:21 你们作他的诸军作他的
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
和华。
Psm 103:22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
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
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第一百零四篇
Psm 104:1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

华。耶和华我的 神阿、你为至
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Psm 104:2 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
张穹苍、如铺幔子．
Psm 104:3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
云彩为车辇、藉着风的翅膀而行．
Psm 104:4 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
役．
Psm 104:5 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
不动摇。
Psm 104:6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
衣裳．诸水高过山岭。
Psm 104:7 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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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04:8（诸山升上、诸谷沉下。

〔或作随山上翻随谷下流〕）归你

为他所安定之地。
Psm 104:9 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
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Psm 104:10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
流在山间．
Psm 104:11 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
野驴得解其渴。
Psm 104:12 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
在树枝上啼叫。
Psm 104:13 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
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
Psm 104:14 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
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
地里能得食物．
Psm 104:15 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
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
Psm 104:16 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
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汁浆。
Psm 104:17 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
鹤、松树是他的房屋。
Psm 104:18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为沙番的藏处。
Psm 104:19 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
日头自知沉落。
Psm 104:20 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
百兽就都爬出来。
Psm 104:21 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
向 神寻求食物。
Psm 104:22 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
在洞里。
Psm 104:23 人出去作工、劳碌直到
晚上。
Psm 104:24 耶和华阿、你所造的何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零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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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
地满了你的丰富。
Psm 104:25 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
105:16
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创 12:10
创 41:56
Psm 104:26 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
摩 8:11
启 18:8
a
造的海龙、戏耍在其中。
Psm 104:27 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
物。
Psm 104:28 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
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
Psm 104:29 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
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
尘土。
Psm 104:30 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
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Psm 104:31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
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
Psm 104:32 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
山、山就冒烟。
Psm 104:33 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
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 神歌颂。
Psm 104:34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Psm 104:35 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
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
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原文作哈利路亚下同〕

第一百零五篇
Psm 105: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

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Psm 105:2 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
一切奇妙的作为。
Psm 105:3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
a Psm 104:26 那里... .w{B-qj#c^l= T*r+x^y`-hz\ /t*y`w+l!
/WkL@h^y+ toYn]a( <v* 和合本译作那里有船行走．有
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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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Psm 105:4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
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Psm 105:5-6 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哪、你们要
记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
并他口中的判语。
Psm 105:7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
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Psm 105:8 他记念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Psm 105:9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
约、向以撒所起的誓。
Psm 105:10 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
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Psm 105:11 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
你、作你产业的分。
Psm 105:12 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数
目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Psm 105:13 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
从这国行到那国．
Psm 105:14 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Psm 105:15 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
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Psm 105:16 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
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
Psm 105:17 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
去．约瑟被卖为奴仆。
Psm 105:18 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
被铁炼捆拘。
Psm 105:19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
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Psm 105:20 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
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
Psm 105:21 立他作王家之主、掌管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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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切所有的．
Psm 105:22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
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Psm 105:23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
各在含地寄居。
Psm 105:24 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
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Psm 105:25 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
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
Psm 105:26 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
和他所拣选的亚伦。
Psm 105:27 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
在含地显他的奇事。
Psm 105:28 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
有违背他话的。
Psm 105:29 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
叫他们的鱼死了。
Psm 105:30 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
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
Psm 105:31 他说一声、螥蝇就成群
而来、并有虱子进入他们四境。
Psm 105:32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
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Psm 105:33 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
木。
Psm 105:34 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
蚱上来、不计其数、
Psm 105:35 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
菜蔬、和田地的出产。
Psm 105:36 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
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头生的。
Psm 105:37 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
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
弱的。
Psm 105:38 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
His Faith

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
Psm 105:39 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
间使火光照。
Psm 105:40 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
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
饱足。
Psm 105:41 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
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
Psm 105:42 这都因他记念他的圣言、
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Psm 105:43 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
带领选民欢呼前往。
Psm 105:44 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
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
Psm 105:45 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
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百零六篇
Psm 106: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

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
爱永远长存。
Psm 106:2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Psm 106:3 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为有福。
Psm 106:4 耶和华阿、你用恩惠待你
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记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Psm 106:5 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
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
Psm 106:6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
犯罪．我们作了孽、行了恶。
Psm 106:7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
白你的奇事、不记念你丰盛的慈
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Psm 106:8 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
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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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06:9 并且斥责红海、海便干了．

Psm 106:25 在自己帐棚内发怨言、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
旷野。
Psm 106:10 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
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Psm 106:11 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
有一个存留。
Psm 106:12 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歌唱赞美他。
Psm 106:13 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
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
Psm 106:14 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
在荒地试探 神。
Psm 106:15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
们、却使他们的灵魂a软弱。
Psm 106:16 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
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
Psm 106:17 地裂开吞下大坍、掩盖
亚比兰一党的人。
Psm 106:18 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
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Psm 106:19 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
叩拜铸成的像。
Psm 106:20 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
换为吃草之牛的像．
Psm 106:21 忘了
神他们的救主．
他曾在埃及行大事、
Psm 106:22 在含地行奇事、在红海
行可畏的事。
Psm 106:23 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
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
中、〔原文作破口〕使他的忿怒转
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Psm 106:24 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
信他的话、

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Psm 106:26 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
叫他们倒在旷野、
Psm 106:27 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
之中、分散在各地。
Psm 106:28 他们又与巴力毗珥连合、
且吃了祭死神〔或作人〕的物。
Psm 106:29 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
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
Psm 106:30 那时非尼哈站起、刑罚
恶人．瘟疫这才止息。
Psm 106:31 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
代代直到永远。
Psm 106:32 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
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
Psm 106:33 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
摩西〔原文作他〕用嘴说了急躁
的话。
Psm 106:34 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
的灭绝外邦人、
Psm 106:35 反与他们混杂相合、学
习他们的行为、
Psm 106:36 事奉他们的偶像．这就
成了自己的网罗。
Psm 106:37 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
Psm 106:38 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
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
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
Psm 106:39 这样他们被自己所作的
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
Psm 106:40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
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
Psm 106:41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
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
Psm 106:42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a Psm 106:15 他们的灵魂 .<v*p=n~B= 和合本译作他
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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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
Psm 106:43 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
却设谋背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
卑下。
Psm 106:44 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
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
Psm 106:45 为他们记念他的约、照
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Psm 106:46 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
们的人面前蒙怜恤。
Psm 106:47 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
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
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
美你为夸胜。
Psm 106:48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
美物。
Psm 107:10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
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Psm 107:11 是因他们违背
神的话
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
Psm 107:12 所以他用劳苦治服他们
的心．他们仆倒、无人扶助。
Psm 107:13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
他们。
Psm 107:14 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
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索。
Psm 107:15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Psm 107:16 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
断了铁闩。
Psm 107:17 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
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Psm 107:18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
物、就临近死门。
Psm 107:19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
救他们。
Psm 107:20 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
们脱离死亡。
Psm 107:21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Psm 107:22 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
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Psm 107:23 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
经理事务的．
Psm 107:24 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Psm 107:25 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
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

第一百零七篇
Psm 107: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

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07:2 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Psm 107:3 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
从北、所招聚来的。
Psm 107:4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
不见可住的城邑．
Psm 107:5 又饥又渴、心里发昏。
Psm 107:6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
他们．
Psm 107:7 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
们往可居住的城邑。
Psm 107:8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Psm 107:9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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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07:26 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

Psm 107:42 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

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
Psm 107:27 他们摇摇幌幌、东倒西
107:29
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 太 8:26
可 4:39
无法可施。
路 8:24
Psm 107:28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
他们来。
Psm 107:29 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
平静。
Psm 107:30 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
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
Psm 107:31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Psm 107:32 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
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
Psm 107:33 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
水泉变为干渴之地．
Psm 107:34 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
因其间居民的罪恶。
Psm 107:35 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
旱地变为水泉。
Psm 107:36 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
好建造可住的城邑．
Psm 107:37 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
享所出的土产。
Psm 107:38 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
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
减少。
Psm 107:39 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
苦、就减少且卑下。
Psm 107:40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
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
Psm 107:41 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
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
羊群。

孽之辈、必塞口无言。
Psm 107:43 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
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
爱。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零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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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篇
Psm 108:1〔大卫的诗歌。〕

神阿、
我心坚定．我要唱诗甚至用我的
荣耀歌颂a。
Psm 108:2 琴瑟阿、你们当醒起．我
自己要极早醒起。
Psm 108:3 耶和华阿、我要在万民中
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Psm 108:4 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
你的信实b达到穹苍。
Psm 108:5
神阿、愿你崇高、过于
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Psm 108:6 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
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Psm 108:7
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
说、〔说或作应许我〕我要欢乐．
我要分开示剑、丈量疏割谷。
Psm 108:8 基列是我的．玛拿西是我
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
是我的杖．
Psm 108:9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
向以东抛鞋．我必因胜非利士呼
喊。
Psm 108:10 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
能引我到以东地。
Psm 108:11
神阿、你不是丢弃了我
们么． 神阿、你不和我们的军
a Psm 108:1 我要... .yd]obK=-[a^ hr`M=z~a&w~ hr`yv!a*
和合本译作我口〔原文作荣耀〕要唱诗歌颂
b Psm 108:4你的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你的诚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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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同去么。
Psm 108:12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Psm 108:13 我们倚靠
神、才得施
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
是他。

被涂抹、不传于下代。
Psm 109:14 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
华记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
抹。
Psm 109:15 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
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
Psm 109:16 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
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
把他们治死。
Psm 109:17 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
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
远离。
Psm 109:18 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
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
他的骨头。
Psm 109:19 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
服、当他常束的腰带。
Psm 109:20 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
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
受的报应。
Psm 109:21 主耶和华阿、求你为你
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
求你搭救我．
Psm 109:22 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
受伤。
Psm 109:23 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
我如蝗虫被抖出来。
Psm 109:24 我因禁食、膝骨软弱．我
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
Psm 109:25 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
看见我、便摇头。
Psm 109:26 耶和华我的
神阿、求
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
Psm 109:27 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
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
Psm 109:28 任凭他们咒骂．惟愿你

第一百零九篇
Psm 109: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我

所赞美的 神阿、求你不要闭口
不言．
Psm 109:2 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
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
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
Psm 109:3 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
又无故地攻打我。
Psm 109:4 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
但我专心祈祷。
Psm 109:5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
报爱。
Psm 109:6 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
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Psm 109:7 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
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
为罪。
Psm 109:8 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
得他的职分。
Psm 109:9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
妻子为寡妇。
Psm 109:10 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
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
Psm 109:11 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
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
的。
Psm 109:12 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
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
Psm 109:13 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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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
你的仆人却要欢喜。
Psm 109:29 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
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
身。
Psm 109:30 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
110:1
可 12:36
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
太 26:64
Psm 109:31 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
110:3
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 诗 29:2
诗 96:9
人。
*

第一百一十篇
Psm 110:1〔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

110:4
创 14:18
来 5:6
来 7:1

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
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Psm 110:2 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
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
掌权。
Psm 110:3 当你掌权的日子、〔或作
行军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
妆饰*为衣、〔或作以圣洁为妆饰〕
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
的甘露。〔或作你少年时光耀如清
晨的甘露〕
Psm 110:4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Psm 110:5 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
的日子、必打伤列王。
Psm 110:6 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
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
中打破仇敌的头。
Psm 110:7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
必抬起头来。

第一百一十二篇
Psm 112: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

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
便为有福。
Psm 112:2 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
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Psm 112:3 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Psm 112:4 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
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
公义。
a Psm 111:7 他手... .wyd`WQP!-lK* <yn]m*a$n\ fP*v=m!W
tm#a$ wyd`y` yc@u&m^ 和合本译作他手所行的、是诚
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
b Psm 111:8 按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按诚实

第一百一十一篇
Psm 111: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一十二篇

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
一心称谢耶和华。
Psm 111:2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
喜爱的都必考察。
Psm 111:3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Psm 111:4 他行了奇事、使人记念．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Psm 111:5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记念他的约。
Psm 111:6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
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Psm 111:7 他手中的工是信实公平．
他的训词都是阿们的．a
Psm 111:8 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
信实正直设立的。b
Psm 111:9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
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
可畏。
Psm 111: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
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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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12:5 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

第一百一十四篇

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
要诉明自己的冤。
Psm 112:6 他永不动摇．义人被记念
113:7-8
直到永远。
撒上 2:8
Psm 112:7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
心坚定、倚靠耶和华。
Psm 112:8 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
到他看见敌人遭报。
Psm 112:9 他施舍钱财、赒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角必
被高举、大有荣耀。
Psm 112:10 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
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
绝。

第一百一十三篇
Psm 113: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

华的仆人哪、你们要赞美、赞美
耶和华的名。
Psm 113:2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
的、从今时直到永远。
Psm 113:3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Psm 113:4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
的荣耀高过诸天。
Psm 113:5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
神
呢．他坐在至高之处、
Psm 113:6 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
的事。
Psm 113:7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Psm 113:8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
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Psm 113:9 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
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
赞美耶和华。
His Faith

Psm 114:1 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

离开说异言之民．
Psm 114:2 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
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
Psm 114:3 沧海看见就奔逃、约但河
也倒流。
Psm 114:4 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
舞如羊羔。
Psm 114:5 沧海阿、你为何奔逃．约
但哪你为何倒流．
Psm 114:6 大山哪、你为何踊跃如公
羊．小山哪、你为何跳舞如羊羔。
Psm 114:7 大地阿、你因见主的面、
就是雅各 神的面、便要震动。
Psm 114:8 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
石变为泉源。

第一百一十五篇
Psm 115:1 耶和华阿、荣耀不要归与

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因你的
慈爱和信实a归在你的名下。
Psm 115:2 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
神在那里呢。
Psm 115:3 然而我们的
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Psm 115:4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
Psm 115:5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
能看．
Psm 115:6 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
能闻．
Psm 115:7 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
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Psm 115:8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
a Psm 115:1 因你... .;T#m!a&-lu^ ;D+s=j^-lu^ 和合本译
作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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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也要如此。
Psm 115:9 以色列阿、你要倚靠耶和
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 116:10
罗 4:13
Psm 115:10 亚伦家阿、你们要倚靠
116:11
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 诗 12:2
耶 17:9
们的盾牌。
Psm 115:11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
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
和你们的盾牌。
Psm 115:12 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
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
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
Psm 115:13 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
大小、主必赐福给他。
Psm 115:14 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
的子孙、日见加增。
Psm 115:15 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
华的福。
Psm 115:16 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
却给了世人。
Psm 115:17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
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
Psm 115:18 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
和华。

第一百一十六篇
Psm 116:1 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

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Psm 116:2 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
求告他。
Psm 116:3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
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
Psm 116:4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
名、说、耶和华阿、求你救我的
灵魂。
Psm 116:5 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一十七篇

我们的 神以怜悯为怀。
Psm 116:6 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
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Psm 116:7 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Psm 116:8 主阿、你救我的命、免了
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
我的脚、免了跌倒。
Psm 116:9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
人之路。
Psm 116:10 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
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Psm 116:11 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
说谎的。
Psm 116:12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
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Psm 116:13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
扬耶和华的名。
Psm 116:14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
和华还我的愿。
Psm 116:15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
死、极为宝贵。
Psm 116:16 耶和华阿、我真是你的
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
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
Psm 116:17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Psm 116:18-19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
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
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百一十七篇
Psm 117:1 万国阿、你们都当赞美耶

和华．万民哪、你们都当颂赞他。
Psm 117:2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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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耶和华的信实 、存到永远。你们
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百一十八篇
Psm 118: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

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18:2 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
远长存。
Psm 118:3 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Psm 118:4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
慈爱永远长存。
Psm 118:5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
地。
Psm 118:6 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
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Psm 118:7 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
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
我的人遭报。
b
Psm 118:8 投靠耶和华、胜过 倚赖
人。
Psm 118:9 投靠耶和华、胜过倚赖王
子。
Psm 118:10 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
华的名、必剿灭他们。
Psm 118:11 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
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
Psm 118:12 他们如同蜂子围绕我、
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
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
Psm 118:13 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
耶和华帮助了我。
Psm 118:14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

118:22
太 21:42
可 12:10
路 20:17
徒 4:11
彼前 2:7

118:26
太 21:9
太 23:39

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Psm 118:15 在义人的帐棚里、有欢
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
展大能。
Psm 118:16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
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Psm 118:17 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Psm 118:18 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
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
Psm 118:19 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
去、称谢耶和华。
Psm 118:20 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
要进去。
Psm 118:21 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
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Psm 118:22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
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Psm 118:23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
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Psm 118:24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Psm 118:25 耶和华阿、求你拯救．耶
和华阿、求你使我们亨通。
Psm 118:26 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
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
为你们祝福。
Psm 118:27 耶和华是
神．他光照
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
牵到坛角那里。
Psm 118:28 你是我的
神、我要称
谢你．你是我的 神、我要尊崇
你。
Psm 118:29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
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a Psm 117:2 耶和华的信实 hw`hy+-tm#a$w\ 和合本译
作耶和华的诚实
b Psm 118:8 胜过 bof 和合本译作强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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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篇
Psm 119:1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

119:34

诗 119:73
法的、这人便为有福。
诗
Psm 119:2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 119:125
诗
他的、这人便为有福。
119:144
诗
Psm 119:3 这人不作非义的事．但遵 119:169
行他的道。
Psm 119:4 耶和华阿、你曾将你的训
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Psm 119:5 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
守你的律例。
Psm 119:6 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
不至于羞愧。
Psm 119:7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
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Psm 119:8 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
不要丢弃我。
Psm 119:9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
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Psm 119:10 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
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Psm 119:11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Psm 119:12 耶和华阿、你是应当称
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Psm 119:13 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
一切典章。
Psm 119:14 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
喜悦一切的财物。
Psm 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
重你的道路。
Psm 119:16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Psm 119:17 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
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
Psm 119:18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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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Psm 119:19 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Psm 119:20 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
甚至心碎。
Psm 119:21 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
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
Psm 119:22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
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
Psm 119:23 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
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
Psm 119:24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
的、是我的谋士。
Psm 119:25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Psm 119:26 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
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Psm 119:27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思想你的奇事。
Psm 119:28 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
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
Psm 119:29 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
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
Psm 119:30 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
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
Psm 119:31 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
华阿、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Psm 119:32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
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Psm 119:33 耶和华阿、求你将你的
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
*
Psm 119:34 求你赐我悟性 、我便遵
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
Psm 119:35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Psm 119:36 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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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
Psm 119:37 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Psm 119:38 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
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
Psm 119:39 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
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
Psm 119:40 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
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Psm 119:41 耶和华阿、愿你照你的
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
临到我身上。
Psm 119:42 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
的．因我倚靠你的话。
Psm 119:43 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
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
Psm 119:44 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
到永永远远。
Psm 119:45 我要自由而行．〔或作我
要行在宽阔之地〕因我素来考究你
的训词。
Psm 119:46 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
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
Psm 119:47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Psm 119:48 我又要遵行〔原文作举
手〕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
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Psm 119:49 求你记念向你仆人所应
许的话、叫我有盼望。
Psm 119:50 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
患难中、因此得安慰。
Psm 119:51 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
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
Psm 119:52 耶和华阿、我记念你从
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
His Faith

Psm 119:53 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

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
Psm 119:54 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
的律例为诗歌。
Psm 119:55 耶和华阿、我夜间记念
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
Psm 119:56 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
你的训词。
Psm 119:57 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
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
Psm 119:58 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
你照你的话怜悯我。
Psm 119:59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
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Psm 119:60 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
并不迟延。
Psm 119:61 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
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Psm 119:62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
夜必起来称谢你。
Psm 119:63 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
人、我都与他作伴。
Psm 119:64 耶和华阿、你的慈爱遍
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Psm 119:65 耶和华阿、你向来是照
你的话善待仆人。
Psm 119:66 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
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Psm 119:67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
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Psm 119:68 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Psm 119:69 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
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
Psm 119:70 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
爱你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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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19:71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

Psm 119:86 你的命令尽都信实 ．他

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119:71
Psm 119:72 你口中的训言、〔或作律
来 12:5
法〕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箴 3:11
受苦:
Psm 119:73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 彼前 4:1
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 119:72
箴 3:14
令。
Psm 119:74 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
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
Psm 119:75 耶和华阿、我知道你的
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
以信实a待我。
Psm 119:76 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
以慈爱安慰我。
Psm 119:77 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
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
的。
Psm 119:78 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
们无理地倾覆我．但我要思想你
的训词。
Psm 119:79 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
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
Psm 119:80 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
完全、使我不至蒙羞。
Psm 119:81 我心渴想你的救恩、仰
望你的应许。
Psm 119:82 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
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
Psm 119:83 我好像烟薰的皮袋．却
不忘记你的律例。
Psm 119:84 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
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
呢。
Psm 119:85 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
为我掘了坑。

们无理地逼迫我．求你帮助我。
Psm 119:87 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
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
Psm 119:88 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
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Psm 119:89 耶和华阿、你的话安定
在天、直到永远。
c
Psm 119:90 你的信实 存到万代。你
坚定了地、地就长存。
Psm 119:91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
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
Psm 119:92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Psm 119:93 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
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
Psm 119:94 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
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
Psm 119:95 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
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
Psm 119:96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惟
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Psm 119:97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地思想。
Psm 119: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Psm 119:99 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Psm 119:100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
我守了你的训词。
Psm 119:101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
路、为要遵守你的话。
Psm 119:102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Psm 119:103 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

a Psm 119:75信实 hn`Wma$w\ 和合本译作诚实

b Psm 119:86 信实 hn`W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c Psm 119:90 你... ;t#n`Wma$ 和合本译作你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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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Psm 119:104 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
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Psm 119: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Psm 119:106 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
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
Psm 119:107 我甚是受苦．耶和华阿、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Psm 119:108 耶和华阿、求你悦纳我
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
章教训我。
Psm 119:109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
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Psm 119:110 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
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Psm 119:111 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
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Psm 119:112 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
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Psm 119:113 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
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
Psm 119:114 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
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Psm 119:115 作恶的人哪、你们离开
我罢、我好遵守我 神的命令。
Psm 119:116 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
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
羞。
Psm 119:117 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
时常看重你的律例。
Psm 119:118 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
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
归虚空。
Psm 119:119 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
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
His Faith

法度。
Psm 119:120 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

我也怕你的判语、
Psm 119:121 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
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
Psm 119:122 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
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
Psm 119:123 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
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
Psm 119:124 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
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Psm 119:125 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
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Psm 119:126 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
因人废了你的律法。
Psm 119:127 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
于金子、更胜于精金。
Psm 119:128 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
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
切假道。
Psm 119:129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
一心谨守。
Psm 119:130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
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Psm 119:131 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
慕你的命令。
Psm 119:132 求你转向我、怜悯我、
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
Psm 119:133 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
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
Psm 119:134 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Psm 119:135 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
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Psm 119:136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
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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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19:137 耶和华阿、你是公义的、

Psm 119:152 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

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
119:140
Psm 119:138 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
诗 12:6
公义和极大的信实a。
119:144*
诗 119:34
Psm 119:139 我心焦急、如同火烧、
诗 119:73
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
诗
119:125
Psm 119:140 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 诗
119:169
你的仆人喜爱。
罗 7:23
Psm 119:141 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
忘记你的训词。
Psm 119:142 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
的律法尽都信实b。
Psm 119:143 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
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
Psm 119:144 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
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
Psm 119:145 耶和华阿、我一心呼吁
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
律例。
Psm 119:146 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
我要遵守你的法度。
Psm 119:147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
望了你的言语。
Psm 119:148 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
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
Psm 119:149 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
的声音．耶和华阿、求你照你的
典章、将我救活。
Psm 119:150 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
他们远离你的律法。
Psm 119:151 耶和华阿、你是我的至
亲c．你一切的命令尽都信实。

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
Psm 119:153 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
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
Psm 119:154 求你为我辨屈、救赎我、
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Psm 119:155 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
们不寻求你的律例。
Psm 119:156 耶和华阿、你的慈悲本
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
Psm 119:157 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
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
Psm 119:158 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
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
Psm 119:159 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
耶和华阿、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
救活。
Psm 119:160 你话的总纲是真实．你
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Psm 119:161 首领无故地逼迫我．但
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
Psm 119:162 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
得了许多掳物。
Psm 119:163 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
的、惟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
Psm 119:164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
天七次赞美你。
Psm 119:165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
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Psm 119:166 耶和华阿、我仰望了你
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
Psm 119:167 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
这法度我甚喜爱。
Psm 119:168 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
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
前。

a Psm 119:138 和极大的信实 .da)m= hn`Wma$w\ 和合本
译作和至诚
b Psm 119:142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真实;
Psm119:151同
c Psm 119:151 你是我的至亲 hT*a^ borq` 和合本译
作你与我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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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19:169 耶和华阿、愿我的呼吁

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Psm 121:2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
和华而来。
Psm 121:3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
护你的必不打盹。
Psm 121:4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觉。
Psm 121:5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
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Psm 121:6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
月亮必不害你。
Psm 121:7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
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Psm 121:8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
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
Psm 119:170 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搭救我。
Psm 119:171 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
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
Psm 119:172 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
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
Psm 119:173 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
拣选了你的训词。
Psm 119:174 耶和华阿、我切慕你的
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
Psm 119:175 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
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
Psm 119:176 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
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
令。

第一百二十二篇
Psm 122:1〔大卫上行之诗。〕人对我

第一百二十篇

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
欢喜。
Psm 122:2 耶路撒冷阿、我们的脚、
站在你的门内。
Psm 122:3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
络整齐的一座城。
Psm 122:4 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
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
〔或作作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
华的名。
Psm 122:5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
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Psm 122:6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
安。耶路撒冷阿、爱你的人必然
兴旺。
Psm 122:7 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
兴旺。
Psm 122:8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Psm 120:1〔上行〔或作登阶下同〕之

诗。〕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

就应允我。
Psm 120:2 耶和华阿、求你救我脱离
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Psm 120:3 诡诈的舌头阿、要给你什
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
Psm 120:4 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腾
木的炭火。〔罗腾小树名松类〕
Psm 120:5 我寄居在米设、住在基达
帐棚之中、有祸了。
Psm 120:6 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
久同住。
Psm 120:7 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
们就要争战。

第一百二十一篇
Psm 121:1〔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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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二十二篇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二十二篇
Psm 122:9 因耶和华我们

神殿的

第一百二十五篇

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Psm 125:1〔上行之诗。〕倚靠耶和华

第一百二十三篇
Psm 123:1〔上行之诗。〕坐在天上的

127:1

出 34:24
主阿、我向你举目。
Psm 123:2 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
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
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
和华我们的 神、直到他怜悯我
们。
Psm 123:3 耶和华阿、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
到极处。
Psm 123:4 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
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第一百二十六篇
Psm 126:1〔上行之诗。〕当耶和华将

第一百二十四篇

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
们好像作梦的人。
Psm 126:2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
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
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Psm 126:3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
大事、我们就欢喜。
Psm 126:4 耶和华阿、求你使我们被
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
流。
Psm 126:5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Psm 126:6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
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Psm 124:1〔大卫上行之诗。〕以色列

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Psm 124:2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Psm 124:3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
我们活活的吞了．
Psm 124:4 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
河水必淹没我们．
Psm 124:5 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Psm 124: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
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
吃。〔原文作牙齿〕
Psm 124:7 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
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
逃脱了。
Psm 124:8 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
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二十七篇

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Psm 125:2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
今时直到永远。
Psm 125:3 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
的分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
Psm 125:4 耶和华阿、求你善待那些
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
Psm 125:5 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
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
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
列。

第一百二十七篇
Psm 127:1〔所罗门上行之诗。〕若不

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
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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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二十七篇
Psm 127:2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

Psm 129:5 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
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惟
后。
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
Psm 129:6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
睡觉。
长成而枯干．
127:2
Psm 127:3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
Psm 129:7 收割的不够一把、捆禾的
传 5:12
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也不满怀．
131:2
Psm 127:4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 太 18:3
Psm 129:8 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
心中安静:
勇士手中的箭。
箴:14:30 所赐的福、归与你们．我们奉耶
赛 30:15
Psm 127:5 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131:2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
断过奶的: 第一百三十篇
喝过奶的
候、必不至于羞愧。
Psm 130:1〔上行之诗。〕耶和华阿、
第一百二十八篇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Psm 128:1〔上行之诗。〕凡敬畏耶和
Psm 130:2 主阿、求你听我的声音．
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Psm 128:2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
Psm 130:3 主耶和华阿、你若究察罪
享福、事情顺利。
孽、谁能站得住呢．
Psm 128:3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
Psm 130:4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
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
人敬畏你。
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
Psm 130:5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
Psm 128:4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
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必要这样蒙福。
Psm 130:6 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
Psm 128:5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
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
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
亮。
冷的好处。
Psm 130:7 以色列阿、你当仰望耶和
Psm 128:6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Psm 130:8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
切的罪孽。

第一百二十九篇

第一百三十一篇

Psm 129:1〔上行之诗。〕以色列当说、

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
Psm 129:2 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
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
Psm 129:3 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
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
Psm 129:4 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
了恶人的绳索。
His Faith

Psm 131:1〔大卫上行之诗。〕耶和华

阿、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
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
敢行。
Psm 131:2 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
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
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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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一篇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一篇

子。

Psm 132:15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Psm 131:3 以色列阿、你当仰望耶和

使其中的穷人饱足。
Psm 132:16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
圣民大声欢呼。
Psm 132:17 我要叫大卫的角、在那
里发生．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
明灯。
Psm 132:18 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
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
光。

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132:11
太 1:1

第一百三十二篇
Psm 132:1〔上行之诗。〕耶和华阿、

求你记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Psm 132:2 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
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Psm 132:3 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
也不上我的床榻．
Psm 132:4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
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Psm 132:5 直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
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Psm 132:6 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
我们在基列耶琳就寻见了。
Psm 132:7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
脚凳前下拜。
Psm 132:8 耶和华阿、求你兴起、和
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
Psm 132:9 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
你的圣民欢呼。
Psm 132:10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
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
a
Psm 132:11 耶和华向大卫凭信实 起
了誓、必不反覆、说、我要使你
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
Psm 132:12 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
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
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
Psm 132:13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Psm 132:14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
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
愿意的。
a

Psm 132:11

第一百三十三篇
Psm 133:1〔大卫上行之诗。〕看哪、弟

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
的美。
Psm 133:2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
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
他的衣襟．
Psm 133:3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
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
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第一百三十四篇
Psm 134:1〔上行之诗。〕耶和华的仆

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
们当称颂耶和华。
Psm 134:2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
耶和华。
Psm 134:3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
安赐福给你们。

第一百三十五篇
Psm 135:1-2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

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
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
们 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
Psm 135:3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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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五篇

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
这是美好的。
Psm 135:4 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 136:3
申 10:17
Psm 135:5 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 提前 6:15
17:14
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 启
启 19:16
Psm 135:6 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
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
己的意旨而行．
Psm 135:7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
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Psm 135:8 他将埃及头生的、连人带
牲畜、都击杀了。
Psm 135:9 埃及阿、他施行神迹奇事
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
身上．
Psm 135:10 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
戮大能的王、
Psm 135:11 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
巴珊王噩、并迦南一切的国王、
Psm 135:12 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
百姓以色列为业。
Psm 135:13 耶和华阿、你的名存到
永远．耶和华阿、你可记念的名、
存到万代。
Psm 135:14 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
冤、为他的仆人后悔。
Psm 135:15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
的、是人手所造的。
Psm 135:16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
不能看．
Psm 135:17 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
没有气息。
Psm 135:18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
靠他的、也要如此。
Psm 135:19 以色列家阿、你们要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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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耶和华．亚伦家阿、你们要称
颂耶和华．
Psm 135:20 利未家阿、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
称颂耶和华。
Psm 135:21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
和华。

第一百三十六篇
Psm 136: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

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3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4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5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6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7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
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8 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
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9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10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
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11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
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12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
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
存．
Psm 136:13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六篇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六篇
Psm 136:14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Psm 137:4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15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
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
存．
Psm 136:16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
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17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18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19 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0 又杀巴珊王噩、因他的
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1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
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2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3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
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4 他救拔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5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sm 136:26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
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华的歌呢。
Psm 137:5 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Psm 137:6 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
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
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Psm 137:7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
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这仇。
Psm 137:8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阿、
〔城原文作女子〕报复你、像你待
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
Psm 137:9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
的、那人便为有福。

第一百三十八篇
Psm 138:1〔大卫的诗。〕我要一心称

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Psm 138:2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
你的慈爱和信实a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
应许的。〔或作超乎你的名声〕
Psm 138:3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
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Psm 138:4 耶和华阿、地上的君王、
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
中的言语。
Psm 138:5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
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Psm 138:6 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
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Psm 138:7 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
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
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第一百三十七篇
Psm 137:1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

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Psm 137:2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
树上。
Psm 137:3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
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
歌罢。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八篇

a Psm 138:2 为你的...信实 ;T#m!a&-lu^w+ 为你的...
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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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三十八篇
Psm 138:8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

不向你隐藏。
Psm 139:16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
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或作我被造的肢
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册
上了。
Psm 139:17
神阿、你的意念向我
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Psm 139:18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Psm 139:19
神阿、你必要杀戮恶
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
我去罢。
Psm 139:20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
Psm 139:21 耶和华阿、恨恶你的、我
岂不恨恶他们么．攻击你的、我
岂不憎嫌他们么。
Psm 139:22 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
他们为仇敌。
Psm 139:23
神阿、求你鉴察我、知
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
意念．
Psm 139:24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
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事．耶和华阿、你的慈爱永远长
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第一百三十九篇
Psm 139: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

和华阿、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Psm 139:2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
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Psm 139:3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
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Psm 139:4 耶和华阿、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Psm 139:5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
在我身上。
Psm 139:6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
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Psm 139:7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Psm 139: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Psm 139:9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
到海极居住．
Psm 139:10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
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Psm 139:11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
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Psm 139:12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
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
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Psm 139:13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Psm 139:14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
我心深知道的。
Psm 139: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
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
His Faith

第一百四十篇
Psm 140: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

和华阿、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
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Psm 140:2 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
聚集要争战。
Psm 140:3 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
里有虺蛇的毒气。〔细拉〕
Psm 140:4 耶和华阿、求你拯救我、
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
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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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诗) Psm 第一百四十篇
Psm 140:5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

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
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
Psm 141:5 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
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
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
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
Psm 141:6 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岩
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
甘甜。
Psm 141:7 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
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
Psm 141:8 主耶和华阿、我的眼目仰
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
撇得孤苦。
Psm 141:9 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
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
Psm 141:10 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
我却得以逃脱。

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
圈套。〔细拉〕
Psm 140:6 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
的 神．耶和华阿、求你留心听
我恳求的声音。
Psm 140:7 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
阿、在争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
的头。
Psm 140:8 耶和华阿、求你不要遂恶
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自高。〔细拉〕
Psm 140:9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
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
〔原文作遮蔽〕自己。
Psm 140:10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
不能再起来。
Psm 140:11 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
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Psm 140:12 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
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辨屈。
Psm 140:13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

第一百四十二篇
Psm 142:1〔大卫在洞里作的训诲诗、乃

是祈祷。〕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

声恳求耶和华。
Psm 142:2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
情．陈说我的患难。
Psm 142:3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
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
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
Psm 142:4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
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
没有人眷顾我。
Psm 142:5 耶和华阿、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
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Psm 142:6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
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
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第一百四十一篇
Psm 141:1〔大卫的诗。〕耶和华阿、

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
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
听我的声音。
Psm 141:2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
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
祭。
Psm 141:3 耶和华阿、求你禁止我的
口、把守我的嘴。
Psm 141:4 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四十二篇

710

FOJC.NET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四十二篇
Psm 142:7 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

Psm 143:12 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

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
是你的仆人。

第一百四十三篇

第一百四十四篇

Psm 143:1〔大卫的诗。〕耶和华阿、

Psm 144:1〔大卫的诗。〕耶和华我的

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
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
Psm 143:2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
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
是义的。
Psm 143:3 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
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
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Psm 143:4 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
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
Psm 143:5 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
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
Psm 143:6 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
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细

144:4
伯 7:7

拉〕
Psm 143:7 耶和华阿、求你速速应允

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
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
Psm 143:8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
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
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
Psm 143:9 耶和华阿、求你救我脱离
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
Psm 143:10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
意、因你是我的 神．你的灵本
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a
Psm 143:11 耶和华阿、求你为你的
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
从患难中领出来．
a Psm 143:10 你的灵... .rovym! Jr\a#B= yn]j@n+T^
hb*of ;j&Wr 或作求你圣善的灵引我到平坦之地。

His Faith

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
的手争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Psm 144:2 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
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
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
百姓服在我以下。
Psm 144:3 耶和华阿、人算什么、你
竟认识他．人子b算什么、你竟顾
念他。
Psm 144:4 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
如同影儿快快过去。
Psm 144:5 耶和华阿、求你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
Psm 144:6 求你发出闪电、使他们四
散．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扰乱。
Psm 144:7 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救
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
手。
Psm 144:8 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
右手起假誓。
Psm 144:9
神阿、我要向你唱新歌．
用十弦瑟向你歌颂。
Psm 144:10 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
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
的。
Psm 144:11 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
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誓。
Psm 144:12 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
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
b Psm 144:3人子 vona$-/B# 和合本译作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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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殿角石、是按建宫的样式凿成
的。
Psm 144:13 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
146:3-4
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孳 赛 2:22
生千万．
Psm 144:14 我们的牛驮着满驮、没
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
争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
号的声音．
Psm 144:15 遇见这光景的百姓、便
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 神、
这百姓便为有福。

第一百四十五篇
Psm 145:1〔大卫的赞美诗。〕我的

神我的王阿、我要尊崇你．我要
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Psm 145:2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
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Psm 145:3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
美．其大无法测度。
Psm 145:4 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
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Psm 145:5 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Psm 145:6 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
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Psm 145:7 他们记念你的大恩、就要
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Psm 145:8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Psm 145:9 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
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Psm 145:10 耶和华阿、你一切所造
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
要称颂你、
Psm 145:11 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四十六篇

你的大能．
Psm 145:12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
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Psm 145:13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
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Psm 145:14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
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
起。
Psm 145:15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
随时给他们食物。
Psm 145:16 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
随愿饱足。
Psm 145:17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
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
有慈爱。
Psm 145:18 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
在信实里求告他的a、耶和华便
是他们的至亲b。
Psm 145:19 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
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Psm 145:20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
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Psm 145:21 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
华的话．惟愿凡有血气的、都永
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

第一百四十六篇
Psm 146: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

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
Psm 146:2 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
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 神。
Psm 146:3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
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
a Psm 145:18 就是... .tm#a$b# Wha%r`q+y] 和合本译作
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b Psm 145:18 是他们的至亲 borq` 和合本译作与
他们相近 see also Rut.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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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46:4 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
Psm 147:9 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
Psm 146:5 以雅各的
神为帮助、仰 147:15 小乌鸦。
望耶和华他 神的、这人便为有 创 1:3 Psm 147:10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
出 4:23-24
福。
喜爱人的腿快。
诗 33:9
Psm 146:6 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
Psm 147:11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
a
中的万物．他守信实 、直到永远．
盼望他慈爱的人。
Psm 146:7 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
Psm 147:12 耶路撒冷阿、你要颂赞
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锡安哪、你要赞美你的
Psm 146:8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神。
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
Psm 147:13 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闩、
喜爱义人．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Psm 146:9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
Psm 147:14 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
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
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曲。
Psm 147:15 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
Psm 146:10 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
行最快。
远。锡安哪、你的 神要作王、
Psm 147:16 他降雪如羊毛、撒霜如
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炉灰。
Psm 147:17 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
第一百四十七篇
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
Psm 147: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
Psm 147:18 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
颂我们的 神为善为美．赞美的
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
话是合宜的。
Psm 147:19 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
Psm 147:2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
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
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Psm 147:20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
Psm 147:3 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
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
们的伤处。
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Psm 147:4 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
第一百四十八篇
称他的名。
Psm 147:5 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
Psm 148: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
Psm 147:6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
Psm 148:2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人倾覆于地。
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
Psm 147:7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
Psm 148:3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歌唱、用琴向我们的 神歌颂。
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
Psm 147:8 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
Psm 148:4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a Psm 146:6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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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148:5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

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Psm 148:6 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
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废

148:7*
赛 27:1

去或作越过〕
a*

Psm 148:7 所有在地上的、龙

和一

切深洋、
Psm 148:8 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
就他命的狂风、
Psm 148:9 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
和一切香柏树、
Psm 148:10 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
和飞鸟、
Psm 148:11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
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Psm 148:12 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
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
Psm 148:13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
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
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Psm 148:14 他将他百姓的角高举．
因此他〔因此他或作他使〕一切圣
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
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
华。

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妆
饰。
Psm 149:5 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
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Psm 149:6 愿他们口中称赞
神为
高、手里有两刃的刀．
Psm 149:7 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
Psm 149:8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
Psm 149:9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
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百五十篇
Psm 150: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

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
穹苍赞美他。
Psm 150:2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
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Psm 150:3 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
琴赞美他．
Psm 150:4 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
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
Psm 150:5 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
声的钹赞美他。
Psm 150:6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
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百四十九篇
Psm 149: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

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
他。
Psm 149:2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
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
乐。
Psm 149:3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
击鼓弹琴歌颂他。
Psm 149:4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
a Psm 148:7 龙 <yn]yN]T^ 和合本译作大鱼

诗篇 (诗) Psm 第一百五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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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Pro 1:16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箴) Pro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Pro 1:17 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
第一章
仍不躲避．
Pro 1:1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
Pro 1:18 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
1:6*
的箴言．
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
诗 49:4
Pro 1:2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 诗 78:2
Pro 1:19 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
结 17:2
辨通达的言语．
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
Pro 1:3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 1:7
箴 14:27 得财者之命。
公平、正直的训诲．
Pro 1: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
1:20
Pro 1:4 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 箴 8:1-4 阔处发声．
识和谋略．
Pro 1:21 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
1:22
到几时呢:
Pro 1:5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
太 17:17 口、在城中发出言语．
可 9:19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Pro 1:22 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路 9:41
Pro 1: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
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
1:23
*
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
识、要到几时呢。
珥 2:28
多 3:6
Pro 1: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Pro 1: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
Pro 1:8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话指示你们。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
Pro 1:24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
教〕．
伸手、无人理会．
Pro 1:9 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
Pro 1:25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
你项上的金链。
肯受我的责备。
Pro 1:10 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
Pro 1:26 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
可随从。
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
Pro 1:11 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
Pro 1:27 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
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
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
无罪之人．
临到你们身上．
Pro 1:12 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
Pro 1:28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
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
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
我们囫囵吞了．
见．
Pro 1:13 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
Pro 1:29 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
掳来的装满房屋．
爱敬畏耶和华、
Pro 1:14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
Pro 1:30 不听我的劝戒、藐视我一
共用一个囊袋。
切的责备、
Pro 1:15 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
Pro 1:31 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
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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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箴) Pro 第一章

满自设的计谋。
Pro 1:32 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
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Pro 1:33 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
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第二章
Pro 2:1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存记我的命令、
Pro 2:2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
Pro 2:3 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Pro 2:4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
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Pro 2: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
认识 神。
Pro 2:6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
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Pro 2:7 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
行为纯正的人作盾牌．
Pro 2:8 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
虔敬人的道．
Pro 2:9 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
直、一切的善道。
Pro 2:10 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
以知识为美．
Pro 2:11 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
守你．
Pro 2:12 要救你脱离恶道〔恶道或作
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Pro 2:13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
走黑暗的道、
Pro 2:14 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
僻．
Pro 2:15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
们的路上偏僻。
Pro 2:16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
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箴言 (箴) Pro 第三章

Pro 2:17 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
2:4
太 13:46
箴 3:15
箴 8:10

2:12
伯 5:21
诗 31:20

3:1
出 15:26
申 11:13
罗 13:9
约一 2:3

3:5
林后 1:12
林前 3:19

3:8

神的盟约．
Pro 2:18 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
偏向阴间．
Pro 2:19 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Pro 2:20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
Pro 2:21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
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Pro 2:22 惟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
的、必然拔出。

出 15:26

第三章

3:11

Pro 3:1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来 12:5
诗 119:71

〔或作指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

命．
Pro 3:2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

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a
Pro 3:3 不可使慈爱信实 离开你．
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
Pro 3:4 这样、你必在
神和世人眼
前蒙恩宠、有聪明。
Pro 3: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
倚靠自己的聪明．
Pro 3: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
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Pro 3:7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
耶和华、远离恶事．
Pro 3:8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
的百骨。
Pro 3:9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
土产、尊荣耶和华．
Pro 3:10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
余、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Pro 3:11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
a Pro 3:3 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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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
他的责备．
3:12
Pro 3:12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
申 8:5
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 来 12:5-6
撒下 7:14
子。
箴 29:17
启 3:19
Pro 3:13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
3:14
为有福。
诗 119:72
Pro 3:14 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
3:16
长寿:
其利益强如精金．
王上 3:14
Pro 3:15 比珍珠〔或作红宝石〕宝贵． 诗 34:12
91:16
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诗
弗 6:2-3
Pro 3:16 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
贵。
Pro 3:17 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
是平安。
Pro 3:18 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树．
持定他的俱各有福。
Pro 3:19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
明定天．
Pro 3:20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
空滴下甘露。
Pro 3:21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
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Pro 3:22 这样、他必作你的生命、颈
项的美饰。
Pro 3:23 你就坦然行路、不至碰脚。
Pro 3:24 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
睡得香甜。
Pro 3:25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Pro 3:26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Pro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
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Pro 3:28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
对邻舍说、去罢、明天再来、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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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给你。
Pro 3:29 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
居、你不可设计害他。
Pro 3:30 人未曾加害与你、不可无
故与他相争。
Pro 3:31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
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Pro 3:32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
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Pro 3:33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
赐福与义人的居所。
Pro 3:34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
恩给谦卑的人。
Pro 3:35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
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第四章
Pro 4:1 众子阿、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Pro 4:2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或作指教〕。
Pro 4:3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
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Pro 4:4 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
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
存活。
Pro 4:5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
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Pro 4:6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
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
Pro 4:7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要得聪明。a
〔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
Pro 4:8 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
a Pro 4:7在你... .hn`yb! hn}q+ ;n+y`n+q]-lk*b=W 和合本译
作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箴言 (箴) Pro 第四章

箴言 (箴) Pro 第四章
Pro 4:9 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

Pro 4:25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

荣冕交给你。
Pro 4:10 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益寿。
Pro 4:11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Pro 4:12 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
你奔跑、也不至跌倒。
Pro 4:13 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
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Pro 4:14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
坏人的道。
Pro 4:15 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
而去。
Pro 4:16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
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Pro 4:17 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
强暴喝酒。
Pro 4:18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
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Pro 4:19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
不知因什么跌倒。
Pro 4:20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Pro 4:21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
记在你心中。
Pro 4:22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
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
Pro 4:23 你要看守 你的心、胜过看
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境界、是由
心发出。a
Pro 4:24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
乖谬的嘴。

的眼睛〔原文作皮〕当向前直观。
Pro 4:26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
你一切的道。
Pro 4:27 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
脚离开邪恶。

4:18
太 5:14

4:22
箴 14:30

4:23
彼前 1:13
彼前 5:8
*腓 4:7

Pro 5:1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Pro 5:2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
存知识。
Pro 5:3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他
的口比油更滑．
Pro 5:4 至终却苦似茵蔯、快如两刃
的刀。
Pro 5:5 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
踏住阴间．
Pro 5:6 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
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
知道。
Pro 5:7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不
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Pro 5:8 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
就近他的房门．
Pro 5:9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
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Pro 5:10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
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Pro 5:11 终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
你就悲叹、
Pro 5:12 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
藐视责备、
Pro 5:13 也不听从我师傅的话、又
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Pro 5:14 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
般恶中。

a Pro 4:23 你要... .<yY]j^ toax=oT WNM#m!-yK! ;B#l! rx)n+
rm*v=m!-lK*m! 和合本译作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
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
果效、是由心发出。 toax=oT 境界 参看:书19:33

箴言 (箴) Pro 第五章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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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5:15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

自己井里的活水。
Pro 5:16 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
5:17
创 24:7
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
Pro 5:17 惟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 6:25
太 5:28
人同用。
Pro 5:18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
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Pro 5:19 他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
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
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Pro 5:20 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
何抱外女的胸怀．
Pro 5:21 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
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Pro 5:22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
Pro 5:23 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

第六章
Pro 6:1 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

外人击掌、
Pro 6:2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
嘴里的言语捉住。
Pro 6:3 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
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
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Pro 6:4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
容你的眼皮打盹．
Pro 6:5 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
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Pro 6:6 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
动作、就可得智慧．
Pro 6:7 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Pro 6:8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
His Faith

割时聚敛粮食。
Pro 6:9 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Pro 6:10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
手躺卧片时、
Pro 6:11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Pro 6:12 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
僻的口．
Pro 6:13 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
点划．
Pro 6:14 心中乖僻、常设恶谋、布散
纷争。
Pro 6:15 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Pro 6:16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Pro 6:17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
Pro 6:18 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
的脚、
Pro 6:19 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
中布散纷争的人。
Pro 6:20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
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或作指教〕
Pro 6:21 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

项上。
Pro 6:22 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
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
与你谈论。
Pro 6:23 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作
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
的道．
Pro 6:24 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
女谄媚的舌头。
Pro 6:25 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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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
Pro 6:26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
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Pro 6:27 人若怀里搋火、衣服岂能
不烧呢。
Pro 6:28 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
不烫呢。
Pro 6:29 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
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
Pro 6:30 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
藐视他．
Pro 6:31 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
Pro 6:32 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
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
Pro 6:33 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
的羞耻不得涂抹。
Pro 6:34 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
Pro 6:35 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
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干休。

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Pro 7:8 从街上经过、走近淫妇的巷
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
Pro 7:9 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
或黑暗之中、
Pro 7:10 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
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
思。
Pro 7:11 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
家里停不住脚．
Pro 7:12 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
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
Pro 7:13 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
脸无羞耻对他说、
Pro 7:14 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才
还了我所许的愿。
Pro 7:15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
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
Pro 7:16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
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
Pro 7:17 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薰
了我的榻。
Pro 7:18 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
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
乐。
Pro 7:19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
行远路．
Pro 7:20 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
回家。
Pro 7:21 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
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
Pro 7:22 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
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
链、去受刑罚．
Pro 7:23 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
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第七章
Pro 7:1 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Pro 7:2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
保守我的法则〔或作指教〕好像
保守眼中的瞳人．
Pro 7:3 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版
上。
Pro 7:4 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
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Pro 7:5 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
谄媚话的外女。
Pro 7:6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
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
Pro 7:7 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
箴言 (箴) Pro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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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7:24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留

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
心听我口中的话。
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Pro 7:25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
Pro 8:14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
8:1
箴 1:20-21 聪明 我有能力
道．不要入他的迷途。
．
。
Pro 7:26 因为被他伤害仆倒的不少．8:17
Pro 8:15 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
太 7:8
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
我定公平。
8:22
Pro 7:27 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 约 1:1
Pro 8:16 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
约
17:5
到死亡之宫。
审判官、都是藉我掌权。
Pro 8:17 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
第八章
求我的、必寻得见。
Pro 8:1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
Pro 8:18 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
声。
并公义也在我。
Pro 8:2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
Pro 8:19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
字路口站立．
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Pro 8:3 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
Pro 8:20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
门洞、大声说、
平的路中行．
Pro 8:4 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
Pro 8:21 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
世人发声。
满他们的府库。
Pro 8:5 说、愚蒙人哪、你们要会悟
Pro 8: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
灵明．愚昧人哪、你们当心里明
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白。
Pro 8:23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
Pro 8:6 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
以前、我已被立。
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Pro 8:24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
Pro 8:7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
源、我已生出。
憎恶邪恶。
Pro 8: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
Pro 8:8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之先、我已生出。
并无弯曲乖僻。
Pro 8:26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
Pro 8:9 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
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
的以为正直．
出。
Pro 8:10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
Pro 8:27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
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
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Pro 8:11 因为智慧比珍珠〔或作红宝
Pro 8:28 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
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
稳固、
足与比较。
Pro 8:29 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
Pro 8:12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
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寻得知识和谋略。
Pro 8:30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
Pro 8:13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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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
踊跃、
Pro 8:31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
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Pro 8:32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因
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Pro 8:33 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
弃绝。
Pro 8:34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
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
便为有福。
Pro 8:35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
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Pro 8:36 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
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Pro 9:11 你藉着我、日子必增多、年

9:1
启 1:20

9:7-8
太 7:6

第九章

岁也必加添。
Pro 9:12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
益．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
Pro 9:13 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
蒙、一无所知。
Pro 9:14 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
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Pro 9:15 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
道的人、
Pro 9:16 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
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Pro 9:17 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
饼是好的。
Pro 9:18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
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Pro 9:1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

第十章

子、

Pro 10:1 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

Pro 9:2 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摆

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
担忧。
Pro 10:2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惟有
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Pro 10:3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Pro 10:4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
却要富足。
Pro 10:5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
Pro 10:6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
蒙蔽恶人的口。
Pro 10:7 义人的记念被称赞．恶人
的名字必朽烂。
Pro 10: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
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Pro 10:9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
弯曲道的、必致败露。

筵席．
Pro 9:3 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
至高处呼叫、
Pro 9:4 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
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Pro 9:5 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
和的酒。
Pro 9:6 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
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
Pro 9:7 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
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
Pro 9:8 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
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Pro 9:9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
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
Pro 9: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
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箴言 (箴) Pro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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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10:10 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

Pro 10:28 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

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Pro 10:11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Pro 10:12 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
掩一切过错。
Pro 10:13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
人背上受刑杖。
Pro 10:14 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
的口速致败坏。
Pro 10:15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Pro 10:16 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
进项致死。〔死原文作罪〕
Pro 10:17 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
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Pro 10:18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
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Pro 10:19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
嘴唇是有智慧。
Pro 10:20 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
人的心所值无几。
Pro 10:21 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
人因无知而死亡。
Pro 10:22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
足、并不加上忧虑。
Pro 10:23 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
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Pro 10:24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
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Pro 10:25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
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
Pro 10:26 懒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
倒牙、如烟薰目。
Pro 10:27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
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Pro 10:29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
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Pro 10:30 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
住在地上。
Pro 10:31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
谬的舌、必被割断。
Pro 10:32 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
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His Faith

第十一章
Pro 11:1 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

憎恶．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
Pro 11:2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
却有智慧。
Pro 11:3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
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Pro 11:4 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惟
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Pro 11:5 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
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Pro 11:6 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
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Pro 11:7 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
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
Pro 11:8 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
来代替他。
Pro 11:9 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
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Pro 11:10 义人享福、合城喜乐．恶
人灭亡、人都欢呼。
Pro 11:11 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
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
Pro 11:12 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
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Pro 11:13 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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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里信实的a、遮隐事情。
Pro 11:14 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
多、人便安居。
Pro 11:15 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
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
Pro 11:16 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
的男子得资财。
Pro 11:17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
忍的人、扰害己身。
Pro 11:18 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
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
Pro 11:19 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
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Pro 11:20 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
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
Pro 11:21 恶人虽然连手、必不免受
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
Pro 11:22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
金环带在猪鼻上。
Pro 11:23 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
恶人的指望、致干忿怒。
Pro 11:24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
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
Pro 11:25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
润人的、必得滋润。
Pro 11:26 屯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
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
Pro 11:27 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
惟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
Pro 11:28 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
义人必发旺如青叶。
Pro 11:29 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
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
Pro 11: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
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Pro 11:31 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

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第十二章
Pro 12:1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

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
Pro 12:2 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
Pro 12:3 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
的根必不动摇。
Pro 12:4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
冕．贻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他
丈夫的骨中。
Pro 12:5 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
的计谋是诡诈。
Pro 12:6 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
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
Pro 12:7 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
的家、必站得住。
Pro 12:8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
Pro 12:9 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
自尊、缺少食物。
Pro 12:10 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
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Pro 12:11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
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
Pro 12:12 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
人的根、得以结实。
Pro 12:13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
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
Pro 12:14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
得美福．人手所作的、必为自己
的报应。
Pro 12:15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
中看为正直．惟智慧人、肯听人
的劝教。

a Pro 11:13 灵里信实的 j~Wr-/m^a$n\w+ 和合本译作心
中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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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12:16 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

Pro 13:5 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

通达人能忍辱藏羞。
Pro 12:17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
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
Pro 12:18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Pro 12:19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
说谎话、只存片时。
Pro 12:20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
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Pro 12:21 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
祸患。
Pro 12:22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
憎恶．行事信实的a、为他所喜悦。
Pro 12:23 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
的心、彰显愚昧。
Pro 12:24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
的人必服苦。
Pro 12:25 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
句良言、使心欢乐。
Pro 12:26 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
的道、叫人失迷。
Pro 12:27 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
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Pro 12:28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
路之中、并无死亡。

名、且致惭愧。
Pro 13:6 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
犯罪的被邪恶倾覆。
Pro 13:7 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
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
Pro 13:8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
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Pro 13:9 义人的光明亮．〔明亮原文
作欢喜〕恶人的灯要熄灭。
Pro 13:10 骄傲只启争竞．听劝言的、
却有智慧。
Pro 13:11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
Pro 13:12 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
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
树。
Pro 13:13 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
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Pro 13:14 智慧人的法则〔或作指
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
开死亡的网罗。
Pro 13:15 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
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
Pro 13:16 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
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Pro 13:17 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
里．信实的b使臣、乃医人的良药。
Pro 13:18 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
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
Pro 13:19 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
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
Pro 13:20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
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Pro 13:21 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

第十三章
Pro 13:1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

慢人不听责备。
Pro 13:2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
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
Pro 13:3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
嘴的、必致败亡。
Pro 13:4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
勤人必得丰裕。
a Pro 12:22 信实的 hn`Wma$ 和合本译作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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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报。

妇人、亲手拆毁。
Pro 14:2 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
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
Pro 14:3 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
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
己。
Pro 14:4 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
加多、乃凭牛力。
a
Pro 14:5 信实 见证人、不说谎话．
假见证人、吐出谎言。
Pro 14:6 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
聪明人易得知识。
Pro 14:7 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
中有知识。
Pro 14:8 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
他的道b．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
诈．〔或作自叹〕
Pro 14:9 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
〔或作赎愆祭愚弄愚妄人〕正直人
互相喜悦。
Pro 14:10 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
Pro 14:11 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

直人的帐棚必兴盛。
Pro 14:12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
成为死亡之路。
Pro 14:13 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
快乐至极、就生愁苦。
Pro 14:14 心中背道的、必满得自己
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
以知足。
Pro 14:15 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
步步谨慎。
Pro 14:16 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
愚妄人却狂傲自恃。
Pro 14:17 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
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
Pro 14:18 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
达人得知识为冠冕。
Pro 14:19 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
人俯伏在义人门口。
Pro 14:20 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
足人朋友最多。
Pro 14:21 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
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
Pro 14:22 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么．
谋善的必得慈爱和信实c。
Pro 14:23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
上多言、乃致穷乏。
Pro 14:24 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
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
Pro 14:25 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
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
Pro 14:26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Pro 14:27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
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Pro 14:28 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

a Pro 14:5 信实 <yn]W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b Pro 14:8 他的道 w{Kr+D~ 和合本译作己道

c

Pro 13:22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

人为义人积存资财。
Pro 13:23 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
不义有消灭的。
Pro 13:24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
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Pro 13:25 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
缺粮。

14:12
箴 16:25

14:27
箴 1:7

第十四章
Pro 14:1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

箴言 (箴) Pro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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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在乎民少。
Pro 15:11 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
Pro 14:29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
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
14:30
箴 4:22
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
Pro 15:12 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
心中安静:
Pro 14:30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诗 131:2 不就近智慧人。
赛 30:15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Pro 15:13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
14:31
Pro 14:31 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
里忧愁、灵被损伤。
太 25:40
箴
19:17
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Pro 15:14 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
Pro 14:32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
口吃愚昧。
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
Pro 15:15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
Pro 14:33 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
心中欢畅的、常享丰筵。
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
Pro 15:16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
Pro 14:34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
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
人民的羞辱。
Pro 15:17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
Pro 14:35 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
吃肥牛、彼此相恨。
贻羞的仆人、遭其震怒。
Pro 15:18 暴怒的人、挑启争端．忍
怒的人、止息分争。
第十五章
Pro 15:19 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
Pro 15: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
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暴戾、触动怒气。
Pro 15:20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
Pro 15:2 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
人藐视母亲。
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Pro 15:21 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
Pro 15:3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
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
恶人善人、他都鉴察。
Pro 15:22 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
Pro 15:4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
士众多、所谋乃成。
的嘴、使人心碎。
Pro 15:23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
Pro 15:5 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
合其时、何等美好。
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
Pro 15:24 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
Pro 15:6 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
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
得利、反受扰害。
Pro 15:25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
Pro 15:7 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
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昧人的心、并不如此。
Pro 15:26 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
Pro 15:8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
言乃为纯净。
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Pro 15:27 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
Pro 15:9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
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Pro 15:28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Pro 15:10 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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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15:29 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

定。

人的祷告。
Pro 15:30 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
使骨滋润。
Pro 15:31 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
智慧人中。
Pro 15:32 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
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
Pro 15:33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
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Pro 16:12 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
15:33
箴 29:23
太 23:12

16:4
出 4:11
赛 45:7
箴 22:2

16:25
罗 10:2
士 21:25
箴 14:12

第十六章
Pro 16:1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

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Pro 16: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
中看为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
心。
Pro 16:3 你所作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Pro 16:4 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Pro 16:5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
所憎恶．虽然连手、他必不免受
罚。
a
Pro 16:6 因怜悯信实 、罪孽得赎．
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Pro 16: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Pro 16:8 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
少有财利、行事公义。
Pro 16:9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
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Pro 16:10 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
时、他的口、必不差错。
Pro 16:11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
和华．囊中一切法码、都为他所

是靠公义坚立。
Pro 16:13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
Pro 16:14 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
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
Pro 16:15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Pro 16:16 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
明强如选银子。
Pro 16:17 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
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Pro 16:18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
跌倒之前。
Pro 16:19 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
强如将掳物与骄傲人同分。
Pro 16:20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
倚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
Pro 16:21 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
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
Pro 16:22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
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
Pro 16:23 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
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
Pro 16:24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
甜、使骨得医治。
Pro 16:25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
终成为死亡之路。
Pro 16:26 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
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
Pro 16:27 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
有烧焦的火。
Pro 16:28 乖僻人播散分争．传舌的
离间密友。
Pro 16:29 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

a Pro 16:6 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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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之道。
Pro 16:30 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
17:5
太 25:45
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
Pro 16:31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
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Pro 16:32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Pro 16:33 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
华。

第十七章
Pro 17:1 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

有块干饼、大家相安。
Pro 17:2 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贻
羞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
Pro 17:3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
耶和华熬炼人心。
Pro 17:4 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
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
Pro 17:5 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
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Pro 17:6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
是儿女的荣耀。
Pro 17:7 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
何况君王说谎话呢。
Pro 17:8 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
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Pro 17:9 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
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Pro 17:10 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
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Pro 17:11 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
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
Pro 17:12 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
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Pro 17:13 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
他的家。
His Faith

Pro 17:14 分争的起头、如水放开．

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Pro 17:15 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
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Pro 17:16 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
拿价银买智慧呢。
Pro 17:17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
患难而生。
Pro 17:18 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
是无知的人。
Pro 17:19 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
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
Pro 17:20 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
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Pro 17:21 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
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
Pro 17:22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
伤的灵、使骨枯干。
Pro 17:23 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
倒判断。
Pro 17:24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
人眼望地极。
Pro 17:25 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
亲忧苦。
Pro 17:26 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
子为不义。
Pro 17:27 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
温良的有聪明。
Pro 17:28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
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
聪明。

第十八章
Pro 18:1 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

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Pro 18:2 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
爱显露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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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18:3 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到、

辱骂同到。
Pro 18:4 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
Pro 18:5 瞻徇恶人的情面、偏断义
人的案件、都为不善。
Pro 18:6 愚昧人张嘴启争端、开口
招鞭打。
Pro 18:7 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
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Pro 18:8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Pro 18:9 作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
弟兄。
Pro 18:10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义人奔入、便得安稳。
Pro 18:11 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
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Pro 18:12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
荣以前、必有谦卑。
Pro 18:13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
他的愚昧、和羞辱。
Pro 18:14 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
灵忧伤、谁能承当呢。
Pro 18:15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
人的耳求知识。
Pro 18:16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
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Pro 18:17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
但邻舍来到、就察出实情。
Pro 18:18 掣签能止息争竞、也能解
散强胜的人。
Pro 18:19 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
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
同坚寨的门闩。
Pro 18:20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
箴言 (箴) Pro 第十九章

18:24*
约 15:13

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
足。
Pro 18:21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
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Pro 18:22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Pro 18:23 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
人用威吓的话回答。
Pro 18:24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第十九章
Pro 19:1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

乖谬愚妄的富足人。
Pro 19:2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
步急快的、难免犯罪。
Pro 19:3 人的愚昧、倾败他的道．他
的心也抱怨耶和华。
Pro 19:4 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
朋友远离。
Pro 19:5 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
Pro 19:6 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
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
友。
Pro 19:7 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
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
追随、他们却走了。
Pro 19:8 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
守聪明的、必得好处。
Pro 19:9 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
出谎言的、也必灭亡。
Pro 19:10 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
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
Pro 19:11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Pro 19:12 王的忿怒、好像狮子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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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
Pro 19:13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
19:17
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箴 14:31
太 25:40
Pro 19:14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
的．惟有贤慧的妻、是耶和华所
赐的。
Pro 19:15 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
必受饥饿。
Pro 19:16 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
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
Pro 19:17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
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Pro 19:18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Pro 19:19 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
若救他、必须再救。
Pro 19:20 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
你终久有智慧。
Pro 19:21 人心多有计谋．惟有耶和
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Pro 19:22 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
穷人强如说谎言的。
Pro 19:23 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
Pro 19:24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
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
Pro 19:25 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
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
识。
Pro 19:26 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
是贻羞致辱之子。
Pro 19:27 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
又偏离知识的言语。
Pro 19:28 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
人的口吞下罪孽。
Pro 19:29 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

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

第二十章
Pro 20:1 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

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
Pro 20:2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
Pro 20:3 远离分争是人的尊荣．愚
妄人都爱争闹。
Pro 20:4 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
所得。
Pro 20:5 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
惟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
Pro 20:6 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
信实a人谁能遇着呢。
Pro 20:7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
孙、是有福的。
Pro 20:8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
目驱散诸恶。
Pro 20:9 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脱净了我的罪。
Pro 20:10 两样的法码、两样的升斗、
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Pro 20:11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
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
Pro 20:12 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
是耶和华所造的。
Pro 20:13 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
要睁开、你就吃饱。
Pro 20:14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
至买去、他便自夸。
Pro 20:15 有金子和许多珍珠．〔或
作红宝石〕惟有知识的嘴、乃为
贵重的珍宝。
Pro 20:16 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
a Pro 20:6 信实 <yn]Wma$ 和合本译作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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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
当。
Pro 20:17 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
20:20
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 出 21:17
20:22
沙。
太 5:39
Pro 20:18 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
21:3
要凭智谋。
何 6:6
Pro 20:19 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
21:13
太 18:35
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
Pro 20:20 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
Pro 20:21 起初速得的产业、终久却
不为福。
Pro 20:22 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
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
Pro 20:23 两样的法码、为耶和华所
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
Pro 20:24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Pro 20:25 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
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
Pro 20:26 智慧的王、簸散恶人、用
碌碡滚轧他们。
Pro 20:27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
察人的心腹。
a
Pro 20:28 王因仁慈和信实 、得以保
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
Pro 20:29 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
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Pro 20:30 鞭伤除净人的罪恶．责打
能入人的心腹。

第二十一章
Pro 21:1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

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
Pro 21:2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

看为正．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Pro 21:3 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
耶和华悦纳。
Pro 21:4 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
是罪．〔发达原文作灯〕
Pro 21:5 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
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Pro 21:6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
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
吹去的浮云。
Pro 21:7 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
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Pro 21:8 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
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
直。
Pro 21:9 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
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
住。
Pro 21:10 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
眼并不怜恤邻舍。
Pro 21:11 亵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
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
得知识。
Pro 21:12 义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
恶人倾倒、必至灭亡。
Pro 21:13 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
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
Pro 21:14 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
怀中搋的贿赂、止息暴怒。
Pro 21:15 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
使作孽的人败坏。
Pro 21:16 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
阴魂的会中。
Pro 21:17 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
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
Pro 21:18 恶人作了义人的赎价．奸

a Pro 20:28 和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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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人代替正直人。
Pro 21:19 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
21:19
太 19:10
使气的妇人同住。
22:2
Pro 21:20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膏
赛 45:7
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出 4:11
箴 16:4
Pro 21:21 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
生命、公义、和尊荣。
Pro 21:22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
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
Pro 21:23 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
己免受灾难。
Pro 21:24 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
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
Pro 21:25 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因为他手不肯作工。
Pro 21:26 有终日贪得无餍的．义人
施舍而不吝惜。
Pro 21:27 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
况他存恶意来献呢。
Pro 21:28 作假见证的必灭亡．惟有
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
Pro 21:29 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
事坚定。
Pro 21:30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
谋略、敌挡耶和华。
Pro 21:31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第二十二章
Pro 22:1 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

金银。
Pro 22:2 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
耶和华所造。
Pro 22:3 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
前往受害。
Pro 22:4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
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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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22:5 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

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
离。
Pro 22:6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Pro 22:7 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
债主的仆人。
Pro 22:8 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逞
怒的杖、也必废掉。
Pro 22:9 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
他将食物分给穷人。
Pro 22:10 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
分争和羞辱、也必止息。
Pro 22:11 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
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
Pro 22:12 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
人．却倾败奸诈人的言语。
Pro 22:13 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
我在街上、就必被杀。
Pro 22:14 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
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
Pro 22:15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
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Pro 22:16 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
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
Pro 22:17 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
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
Pro 22:18 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
这便为美。
Pro 22:19 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
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Pro 22:20 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
没有写给你么．
Pro 22:21 要使你知道真言的信实、
你好将信实回覆那差你来的人。

箴言 (箴) Pro 第二十二章

箴言 (箴) Pro 第二十二章
a

Pro 22:22 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

Pro 23:7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
23:4

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 太 6:19
提前 6:17
欺压困苦人．
23:6
Pro 22:23 因耶和华必为他辨屈．抢 申 15:9
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太 20:15
Pro 22:24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 23:9
箴 9:7-8
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太 7:6
Pro 22:25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 23:22
出 20:12
己就陷在网罗里。
Pro 22:26 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
债的作保。
Pro 22:27 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
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
Pro 22:28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
可挪移。
Pro 22:29 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
贱人面前。
*

第二十三章
Pro 23:1 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

在你面前的是谁。
Pro 23:2 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
放在喉咙上。
Pro 23:3 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
是哄人的食物。
Pro 23:4 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
的聪明。
Pro 23:5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
上么．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
天飞去。
*
Pro 23:6 不要吃恶眼 人的饭、也不
要贪他的美味．
a Pro 22:21 要使... p .;yj#l=v)l tm#a$ <yr]m*a& byv!h*l=
tm#a$ yr}ma
= ! f=v=q) ;u&yd]ohl= 和合本译作要使你知
道真言的实理、你好将真言回覆那打发你来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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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
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
Pro 23:8 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
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
落空。
Pro 23:9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Pro 23:10 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
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
Pro 23:11 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
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辨屈。
Pro 23:12 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
听从知识的言语。
Pro 23:13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
打他、他必不至于死。
Pro 23:14 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
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Pro 23:15 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
的心也甚欢喜。
Pro 23:16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
心肠也必快乐。
Pro 23:17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
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Pro 23:18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
指望也不至断绝。
Pro 23:19 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Pro 23:20 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
要与他们来往。
Pro 23:21 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
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
Pro 23:22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
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Pro 23:23 当得信实．就是智慧、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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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诲、和悟性、你不可将他卖掉。
Pro 23:24 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
Pro 23:25 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
的快乐。
Pro 23:26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Pro 23:27 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阱．
Pro 23:28 他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
中多有奸诈的。
Pro 23:29 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
有争斗、谁有哀叹、〔或作怨言〕
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
Pro 23:30 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
找调和酒的人。
Pro 23:31-32 酒发红、在杯中闪烁、
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
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Pro 23:33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
〔异怪的事或作淫妇〕你心必发出
乖谬的话．
Pro 23:34 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
在桅杆上．
Pro 23:35 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
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
时清醒、我仍去寻酒。

Pro 24:4 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

宝贵的财物。
Pro 24:5 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
的人、力上加力。
Pro 24:6 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
众多、人便得胜。
Pro 24:7 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
及、所以在城门内、他不开口b。
Pro 24:8 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
Pro 24:9 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
亵慢者为人所憎恶。
Pro 24:10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
的力量就微小。
Pro 24:11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你须拦阻。
Pro 24:12 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么．保
守你命的岂不知道么．他岂不按
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么。
Pro 24:13 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
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
甜。
Pro 24:14 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
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
Pro 24:15 你这恶人、不要埋伏攻击
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
Pro 24:16 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
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Pro 24:17 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
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
Pro 24:18 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
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Pro 24:19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第二十四章
Pro 24:1 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

起意与他们相处．
Pro 24:2 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
他们的口、谈论奸恶。
Pro 24:3 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
明立稳．
a Pro 23:23 当得... .hn`yb!W rs*WmW hm*k=j* rK)m=T!la^w+ hn}q+ tm#a$ 和合本译作你当买真理．就是智
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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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24:20 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

第二十五章

人的灯、也必熄灭。
Pro 24:21 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
25:8
君王．不要与反覆无常的人结交．太 5:25
Pro 24:22 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
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
灭、谁能知道呢。
Pro 24:23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Pro 24:24 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
a
Pro 24:25 凡被责备归正的 、必得喜
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Pro 24:26 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
嘴。
Pro 24:27 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
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
Pro 24:28 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邻
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Pro 24:29 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
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
复他。
Pro 24:30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
知人的葡萄园．
Pro 24:31 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
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
Pro 24:32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
着就领了训诲。
Pro 24:33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
着手躺卧片时、
Pro 24:34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
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
来到。

a Pro 24:25 凡被... <yj!yk!oMl^w+ 和合本译作责备
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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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25:1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

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誊录的。
Pro 25:2 将事隐秘、乃
神的荣耀．
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
Pro 25:3 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
也测不透。
Pro 25:4 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
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
Pro 25:5 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
就靠公义坚立。
Pro 25:6 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
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
Pro 25:7 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
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
下。
Pro 25:8 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
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
怎样行了。
Pro 25:9 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
人辩论．不可泄漏人的密事．
Pro 25:10 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
臭名就难以脱离。
Pro 25:11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
苹果在银网子里。
Pro 25:12 智慧人的劝戒、在顺从的
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
妆饰。
b
Pro 25:13 信实的 使者、叫差他的人
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
雪的凉气。
Pro 25:14 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
雨的风云。
Pro 25:15 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b Pro 25:13 信实的 /m*a$n\ 和合本译作忠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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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25:16 你得了蜜么、只可吃够而

Pro 26:4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

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
Pro 25:17 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
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
Pro 25:18 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
是大槌、是利刀、是快箭。
Pro 25:19 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
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
Pro 25:20 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
天脱衣服、又如碱上倒醋。
Pro 25:21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
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
Pro 25:22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
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
赐你。
Pro 25:23 北风生雨、谗谤人的舌头
也生怒容。
Pro 25:24 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
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
住。
Pro 25:25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
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
Pro 25:26 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
像蹚浑之泉、弄浊之井。
Pro 25:27 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
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
Pro 25:28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
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

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Pro 26:5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
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Pro 26:6 藉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
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自受原

25:21
罗 12:20

25:27

文作喝〕

箴 25:16
对比:
箴 24:13
林后 3:6

Pro 26:7 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

第二十六章
Pro 26:1 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

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
此。
Pro 26:2 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
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
Pro 26:3 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
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
His Faith

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
Pro 26:8 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
人把石子包在机弦里。
Pro 26:9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
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
Pro 26:10 雇愚昧人的、与雇过路人
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Pro 26:11 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
行、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
Pro 26:12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么．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Pro 26:13 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
街上有壮狮。
Pro 26:14 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
床上也是如此。
Pro 26:15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
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
Pro 26:16 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
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Pro 26:17 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
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
Pro 26:18-19 人欺凌邻舍、却说、我
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
抛掷火把、利箭、与杀人的兵器
〔杀人的兵器原文作死亡〕。
Pro 26:20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

人传舌、争竞便止息。
Pro 26:21 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就
如余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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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26:22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Pro 27:10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深入人的心腹。
Pro 26:23 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
26:25
太 15:19
像银渣包的瓦器。
Pro 26:24 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
却藏着诡诈．
Pro 26:25 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
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
Pro 26:26 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
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
Pro 26:27 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
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
身上。
Pro 26:28 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
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

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
强如远方的弟兄。
Pro 27:11 我儿、你要作智慧人、好
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
讥诮我的人。
Pro 27:12 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
前往受害。
Pro 27:13 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
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当。
Pro 27:14 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
福的、就算是咒诅他。b
Pro 27:15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
吵的妇人一样．
Pro 27:16 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Pro 27:17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
相感、〔原文作磨朋友的脸〕也是
如此。
Pro 27:18 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
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
荣。
Pro 27:19 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
与人、心也相对。
Pro 27:20 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Pro 27:21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
的称赞也试炼人。c
Pro 27:22 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
碎的麦子一同捣在臼中、他的愚
妄还是离不了他。

第二十七章
Pro 27:1 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

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Pro 27:2 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
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
自称。
Pro 27:3 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
恼怒、比这两样更重。
Pro 27:4 忿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
惟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
Pro 27:5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
爱情。
a
Pro 27:6 朋友加的伤痕出于信实 ．
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Pro 27:7 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
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
Pro 27:8 人离本处飘流、好像雀鸟
离窝游飞。
Pro 27:9 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b Pro 27:14 原文作 .w{l bv#j*T@ hl*l*q+ <yK@v=h^ rq\B)B^
lodG` loqB= Whu@r} Er}b*m= 清晨大声给朋友祝福使
他早起的、就算是咒诅他。
c Pro 27:21 原文作 .w{ll*h&m^ yp!l= vya!w+ bh*Z`l^ rWkw+
[s#K#l^ [r}x=m^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为炼他口中
的称赞。

a Pro 27:6 信实 <yn]m*a$n\ 和合本译作忠诚

箴言 (箴) Pro 第二十七章

738

FOJC.NET

箴言 (箴) Pro 第二十七章
Pro 27:23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

兴起人就躲藏。
Pro 28:13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
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Pro 28:14 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Pro 28:15 暴虐的君王辖制贫民．好
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
Pro 28:16 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
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
Pro 28:17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
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
Pro 28:18 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
Pro 28:19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
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
a
Pro 28:20 信实 人必多得福、想要急
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Pro 28:21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
Pro 28:22 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Pro 28:23 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
Pro 28:24 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
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Pro 28:25 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Pro 28:26 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Pro 28:27 赒济贫穷的、不至缺乏．
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Pro 28:28 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
人败亡、义人增多。

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Pro 27:24 因为资财不能永有．冠冕
岂能存到万代。
Pro 27:25 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
上的菜蔬、也被收敛。
Pro 27:26 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
山羊是为作田地的价值．
Pro 27:27 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
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

第二十八章
Pro 28:1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Pro 28:2 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
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
长存。
Pro 28:3 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
冲没粮食。
Pro 28:4 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
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
Pro 28:5 坏人不明白公义．惟有寻
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
Pro 28:6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
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Pro 28:7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
Pro 28:8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
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Pro 28:9 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
祷也为可憎。
Pro 28:10 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
掉在自己的坑里．惟有完全人、
必承受福分。
Pro 28:11 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
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
Pro 28:12 义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
His Faith

第二十九章
Pro 29:1 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
a Pro 28:20 信实 tonW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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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Pro 29:2 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
掌权、民就叹息。
Pro 29:3 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
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
Pro 29:4 王藉公平、使国坚定．索要
29:21
诗 42:5
贿赂、使国倾败。
传 7:21
Pro 29:5 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
29:23
绊他的脚。
箴 15:33
Pro 29:6 恶人犯罪、自陷网罗．惟独
义人欢呼喜乐。
Pro 29:7 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
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
Pro 29:8 亵慢人煽惑通城．智慧人
止息众怒。
Pro 29:9 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
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
Pro 29:10 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
索取正直人的性命。
Pro 29:11 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
忍气含怒。
Pro 29:12 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
仆都是奸恶。
Pro 29:13 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
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
照。
a
Pro 29:14 君王凭信实 判断穷人．他
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Pro 29:15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Pro 29:16 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
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
Pro 29:17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
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Pro 29:18 没有异象、〔或作默示〕民

第三十章
Pro 30:1 雅基的儿子亚古珥的言语

就是真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
Pro 30:2 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
人的聪明。
Pro 30:3 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
识至圣者。
Pro 30:4 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
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
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
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么。
Pro 30:5
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
b Pro 29:21 从小... ./onm* hy\h=y] w{tyr]j&a^w+ w{Db=u^
ru^N{m! qN}p^m= 和合本译作人将仆人从小娇养、这
仆人终久必成了他的儿子。

a Pro 29:14 凭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凭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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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
福。
Pro 29:19 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
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
Pro 29:20 你见言语急躁的人么．愚
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Pro 29:21 从小娇养仆人、终久必成
祸患。b
Pro 29:22 好气的人挑启争端．暴怒
的人、多多犯罪。
Pro 29:23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
里谦逊的、必得尊荣。
Pro 29:24 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
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
音、却不言语。
Pro 29:25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惟
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Pro 29:26 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
在耶和华。
Pro 29:27 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
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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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
盾牌。
Pro 30:6 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
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Pro 30:7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
30:15
启 20:1
之先、不要不赐给我．
Pro 30:8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30:17
出 21:17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
需用的饮食．
Pro 30:9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
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
窃、以致亵渎我 神的名。
Pro 30:10 你不要向主人谗谤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
Pro 30:11 有一宗人、〔宗原文作代下
同〕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
Pro 30:12 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Pro 30:13 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
眼皮也是高举。
Pro 30:14 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
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
间的穷乏人。
Pro 30:15 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
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
不说够的共有四样．
Pro 30:16 就是阴间和不孕的胎、浸
水不足的地、并永不说够的火。a
Pro 30:17 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
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
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
Pro 30:18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
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
Pro 30:19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

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
道、男与女交合的道．
Pro 30:20 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
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
恶。
Pro 30:21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
担不起的共有四样．
Pro 30:22 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
饱．
Pro 30:23 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
续主母。
Pro 30:24 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
明．
Pro 30:25 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
天预备粮食．
Pro 30:26 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
石中造房。
Pro 30:27 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
出．
Pro 30:28 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
宫。
Pro 30:29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
走威武的共有四样．
Pro 30:30 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
猛烈、无所躲避的．
Pro 30:31 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
敌的君王。
Pro 30:32 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
Pro 30:33 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
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
端。

第三十一章
Pro 31:1 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

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Pro 31:2 我的儿阿、我腹中生的儿

a Pro 30:16 就是... ./oh hr`m=a*-aO va@w+ <y]M^
hu*b=c*-aO Jr\a# <j^r` rx#u)w+ loav= 和合本译作就
是阴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并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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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许愿得的儿阿、我当怎样
教训你呢．
Pro 31:3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Pro 31:4 利慕伊勒阿、君王喝酒、君
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
那里也不相宜．
Pro 31:5 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
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Pro 31:6 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Pro 31:7 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
穷、不再记念他的苦楚。
Pro 31:8 你当为哑巴〔或作不能自辩
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
Pro 31:9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
困苦和穷乏的辨屈。
Pro 31:10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Pro 31:11 他丈夫心里倚靠他、必不
缺少利益．
Pro 31:12 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Pro 31:13 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
手作工．
Pro 31:14 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
来．
Pro 31:15 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
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
派婢女。
Pro 31:16 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
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
Pro 31:17 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
力．
Pro 31:18 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
的灯终夜不灭。
Pro 31:19 他手拿捻线竿．手把纺线
箴言 (箴) Pro 第三十一章

车．
Pro 31:20 他张手赒济困苦人．伸手

帮补穷乏人。
Pro 31:21 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
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Pro 31:22 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
Pro 31:23 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
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
Pro 31:24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
将腰带卖与商家。
Pro 31:25 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
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Pro 31:26 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
有仁慈的法则．
Pro 31:27 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Pro 31:28 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
他的丈夫也称赞他、
Pro 31:29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惟
独你超过一切。
Pro 31:30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
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
得称赞。
Pro 31:31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
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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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Ecc 1:15 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
不能足数。
Ecc 1:16 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
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
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
和知识的事。
Ecc 1:17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
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
Ecc 1:18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
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传) Ecc

第一章
Ecc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

子、传道者a的言语。
Ecc 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
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Ecc 1:3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
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Ecc 1:4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
永远长存。
Ecc 1:5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
所出之地。
Ecc 1:6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
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Ecc 1:7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Ecc 1:8 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
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
饱、耳听、听不足。
Ecc 1:9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
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
新事。
Ecc 1:10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
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前的
世代、早已有了。
Ecc 1:11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
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Ecc 1:12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
以色列的王。
Ecc 1:13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
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 神叫世
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Ecc 1:14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

第二章
Ecc 2:1 我心里说、来罢、我以喜乐

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
是虚空。
Ecc 2:2 我指嬉笑说、这是狂妄．论
喜乐说、有何功效呢。
Ecc 2:3 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
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
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
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Ecc 2:4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
屋、栽种葡萄园、
Ecc 2:5 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
果木树、
Ecc 2:6 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
树木．
Ecc 2:7 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
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
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
Ecc 2:8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
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
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并许多的妃嫔。
Ecc 2:9 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
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

a Ecc 1:1 传道者 . tl#h#q) 或作(箴言)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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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仍然存留。
Ecc 2:10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
2:17
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 诗 63:3
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
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
劳碌中所得的分。
Ecc 2:11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
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
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
之下毫无益处。
Ecc 2:12 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
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
作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
就是了。
Ecc 2:13 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Ecc 2:14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光明
原文作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
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
等人都必遇见。
Ecc 2:15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
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
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Ecc 2:16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
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
Ecc 2:17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
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
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Ecc 2:18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
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
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Ecc 2:19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
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
的．这也是虚空。
传道书 (传) Ecc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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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2:20 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

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
Ecc 2:21 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
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
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
大患。
Ecc 2:22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
Ecc 2:23 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
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
也是虚空。
Ecc 2:24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
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 神的
手。
Ecc 2:25 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
我呢。
Ecc 2:26
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惟有罪人、 神
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所
堆积的、归给 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第三章
Ecc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

有定时．
Ecc 3:2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Ecc 3:3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
有时、建造有时．
Ecc 3:4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
跳舞有时．
Ecc 3:5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
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Ecc 3:6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
有时、舍弃有时．
Ecc 3:7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
有时、言语有时．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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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3:8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

有时、和好有时。
Ecc 3:9 这样看来、作事的人在他的
3:22
传 7:14
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传 8:7
Ecc 3:10 我见
神叫世人劳苦、使
4:2
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赛 57:1
Ecc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
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里．〔永生原文作永远〕然而 神
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Ecc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
喜乐行善。
Ecc 3:13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
劳碌中享福．这也是 神的恩赐。
Ecc 3:14 我知道
神一切所作的、
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
敬畏的心。
Ecc 3:15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
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 神使
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或作并且

也都归于尘土。
Ecc 3:21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
兽的魂b是下入地呢。
Ecc 3:22 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
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
分．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
得见呢。

第四章
Ecc 4:1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

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
恶。
Ecc 3:17 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义
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
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Ecc 3:18 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
缘故、是 神要试验他们、使他
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Ecc 3:19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
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
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a都是
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
Ecc 3:20 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

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
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
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Ecc 4:2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
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Ecc 4:3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
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
两等人更强。
Ecc 4:4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
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
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Ecc 4:5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Ecc 4:6 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
满了两把、劳碌捕风。
Ecc 4:7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
件虚空的事。
Ecc 4:8 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
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
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
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
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Ecc 4:9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Ecc 4:10 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
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
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a Ecc 3:19 气息 j~Wrw+ 原文作灵

b Ecc 3:21 魂 j~Wrw+ 原文作灵

神再寻回已过的事〕
Ecc 3:16 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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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4:11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Ecc 4:12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
5:2
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 雅 3:2
5:12
子、不容易折断。
诗 127:2
Ecc 4:13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 5:15
伯 1:21
Ecc 4:14 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作王．诗 90:3
提前 6:7
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
Ecc 4:15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
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
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Ecc 4:16 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
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
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
也是捕风。

第五章
Ecc 5:1 你到

神的殿、要谨慎脚步．
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或作胜过献愚昧人的祭〕、他们本
不知道所作的是恶。
Ecc 5:2 你在
神面前不可冒失开
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 神
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
语要寡少。
Ecc 5:3 事务多、就令人作梦、言语
多、就显出愚昧。
Ecc 5:4 你向
神许愿、偿还不可迟
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
许的愿应当偿还。
Ecc 5:5 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Ecc 5:6 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
也不可在祭司〔原文作使者〕面
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 神因你
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作的呢。
Ecc 5:7 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
传道书 (传) Ecc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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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敬畏 神。
Ecc 5:8 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
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
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
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
的。
Ecc 5:9 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
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Ecc 5:10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
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
益知足．这也是虚空。
Ecc 5:11 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
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
已。
Ecc 5:12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
容他睡觉。
Ecc 5:13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
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
自己．
Ecc 5:14 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
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
一无所有。
Ecc 5:15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
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
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Ecc 5:16 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
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
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Ecc 5:17 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
Ecc 5:18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
人在 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分。
Ecc 5:19
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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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
劳碌中喜乐．这乃是 神的恩赐。
Ecc 5:20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
日．因为 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7:1

Ecc 6:12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

第六章

第七章

箴 22:1
传 4:2

7:2

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
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

Ecc 6:1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 诗 90:12

Ecc 7:1 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

重压在人身上．
7:3
林后 7:10
Ecc 6:2 就是人蒙
神赐他资财、丰
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 7:5
箴 13:18
样都不缺、只是 神使他不能吃
用、反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
也是祸患。
Ecc 6:3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
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
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
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
倒好．
Ecc 6:4 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
名字被黑暗遮蔽．
Ecc 6:5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
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
Ecc 6:6 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
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
方去么。
Ecc 6:7 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
不知足。
Ecc 6:8 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
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
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
Ecc 6:9 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
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Ecc 6:10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
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
自己力大的相争。
Ecc 6:11 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
人有什么益处呢。

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Ecc 7:2 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
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Ecc 7:3 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
容终必使心喜乐。
Ecc 7:4 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Ecc 7:5 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
昧人的歌唱。
Ecc 7:6 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
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
Ecc 7:7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
赂能败坏人的慧心。
Ecc 7:8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
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
的。
Ecc 7:9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
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Ecc 7:10 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
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
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
Ecc 7:11 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
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
Ecc 7:12 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
钱护庇人一样．惟独智慧能保全
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
处。
Ecc 7:13 你要察看
神的作为、因
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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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7:14 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
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
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Ecc 7:15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
7:14
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 传 3:22
传 8:7
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
7:20
Ecc 7:16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 诗 14:3
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 罗 3:10
Ecc 7:17 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 7:21*
箴 29:21
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8:7
Ecc 7:18 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 传 3:22
不要松手．因为敬畏 神的人、 传 7:14
必从这两样出来。
Ecc 7:19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
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
Ecc 7:20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没有。
Ecc 7:21 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
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
咒诅你。
Ecc 7:22 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
曾屡次咒诅别人。
Ecc 7:23 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
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
Ecc 7:24 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
最深、谁能测透呢。
Ecc 7:25 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
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
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
妄。
Ecc 7:26 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
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
凡蒙 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
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
Ecc 7:27-28 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
传道书 (传) Ecc 第八章

748

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
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
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
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
Ecc 7:29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
是 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
出许多巧计。

第八章
Ecc 8:1 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

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
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Ecc 8:2 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
神起誓、理当如此。
Ecc 8:3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
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
己的心意而行。
Ecc 8:4 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
说、你作什么呢。
Ecc 8:5 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
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
定理。〔原文作审判下节同〕
Ecc 8:6 各样事务成就、都有时候和
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
身上。
Ecc 8:7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
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
Ecc 8:8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
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
这场争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
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
Ecc 8:9 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
考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有时
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
Ecc 8:10 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
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
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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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8:11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

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Ecc 8:12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
9:3
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 创 6:5
创 8:21
畏 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 太 15:19
人、终久必得福乐。
9:11
创 24:12
Ecc 8:13 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
士 14:4
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 斯 4:14
因他不敬畏 神。
Ecc 8:14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
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
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
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
Ecc 8:15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
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
为他在日光之下、 神赐他一生
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
所得的。
Ecc 8:16 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
所作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
合眼的）
Ecc 8:17 我就看明
神一切的作为．
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作的
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
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
也是查不出来。

第九章
Ecc 9:1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

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都在 神手中．
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
面、人不能知道。
Ecc 9:2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
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
His Faith

749

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
怕起誓的也如何。
Ecc 9:3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
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
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
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Ecc 9:4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
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
的狮子更强。
Ecc 9:5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
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记念．
Ecc 9:6 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
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
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
有分了。
Ecc 9:7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
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
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Ecc 9:8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
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Ecc 9:9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
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
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
的事上所得的分。
Ecc 9:10 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
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Ecc 9:11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
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
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
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传道书 (传) Ecc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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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9:12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

Ecc 10:8 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

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
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
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Ecc 9:13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
10:16
赛 3:4
据我看乃是广大、
Ecc 9:14 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
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
营垒、将城围困．
Ecc 9:15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记
念那穷人．
Ecc 9:16 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
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
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Ecc 9:17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
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Ecc 9:18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
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
Ecc 10:9 凿开〔或作挪移〕石头的、
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
险。
Ecc 10:10 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
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
便有益处。
Ecc 10:11 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
后行法术也是无益。
Ecc 10:12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
Ecc 10:13 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
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
Ecc 10:14 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
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
谁能告诉他呢。
Ecc 10:15 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
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
知道。
Ecc 10:16 邦国阿、你的王若是孩童、
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
Ecc 10:17 邦国阿、你的王若是贵胄
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
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
Ecc 10:18 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
人手懒、房屋滴漏。
Ecc 10:19 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
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
Ecc 10:20 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
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
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
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第十章
Ecc 10:1 死螥蝇、使作香的膏油发

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
败坏智慧和尊荣。
Ecc 10:2 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
的心居左。
Ecc 10:3 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
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
Ecc 10:4 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
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
免大过。
Ecc 10:5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
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Ecc 10:6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
足人坐在低位。
Ecc 10:7 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
仆人在地上步行。
传道书 (传) Ecc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Ecc 11:1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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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11:2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

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
祸临到地上。
12:6
Ecc 11:3 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
伯 4:21
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
12:7
创 3:19
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诗 90:3
Ecc 11:4 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 传 5:15
提前 6:7
必不收割。
Ecc 11:5 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
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
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 神的
作为、你更不得知道。
Ecc 11:6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
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那
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
撒的、或是两样都好。
Ecc 11:7 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
也是可悦的。
Ecc 11:8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
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Ecc 11: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
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
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
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
的事、 神必审问你。
Ecc 11:10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
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
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
的。

第十二章

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回、
Ecc 12:3 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
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
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Ecc 12:4 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
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
的女子、也都衰微、
Ecc 12:5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
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
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
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
Ecc 12:6 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
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
Ecc 12:7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
赐灵的 神。
Ecc 12:8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
事都是虚空。
Ecc 12:9 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
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
查、又陈说许多箴言。
Ecc 12:10 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
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信实a话。
Ecc 12:11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
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Ecc 12:12 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
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
多、身体疲倦。
Ecc 12:13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
就是敬畏 神、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
是众人的本分〕

Ecc 12:1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

Ecc 12:14 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

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
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记念造你的主．
Ecc 12:2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

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 神
都必审问。

His Faith

a Ecc 12:10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751

传道书 (传) Ecc 第十二章

雅歌

Son 1:12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

(歌) Son

第一章
Son 1:1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

歌。
Son 1:2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

的爱情比酒更美。
Son 1: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
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
爱你。
Son 1:4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
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
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
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
你是理所当然的。
Son 1:5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
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
帐棚、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Son 1:6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
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1、我自
己的葡萄园 2、却没有看守。
Son 1:7 我心所爱的阿、求你告诉
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
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
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Son 1:8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
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
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
帐棚的旁边。
Son 1:9 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
车上套的骏马。
Son 1:10 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
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
Son 1:11 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
上银钉。
雅歌 (歌) Son 第二章

1:6
1

赛 5:7
加 4:25
2
约 15:1
加 4:26

哒香膏发出香味。
Son 1:13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
常在我怀中。
Son 1:14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
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Son 1:15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
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Son 1:16 我的良人哪、你甚美丽可
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Son 1:17 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
以松树为椽子。

第二章
Son 2:1 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或作

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Son 2:2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

百合花在荆棘内。
Son 2:3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
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
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
得甘甜。
Son 2:4 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
旗在我以上。
Son 2:5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
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
爱成病。
Son 2:6 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
右手将我抱住。
Son 2:7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
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
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
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叫
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
Son 2:8 听阿是我良人的声音．看

哪、他蹿山越岭而来。
Son 2:9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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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
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
Son 2:10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
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Son 2:11 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
过去了。
Son 2:12 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
的时候〔或作修理葡萄树的时候〕
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
内也听见了．
Son 2:13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
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Son 2:14 我的鸽子阿、你在磐石穴
中、在陡岩的隐密处．求你容我
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
美。
Son 2:15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
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
的葡萄正在开花。
Son 2:16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
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Son 2:17 我的良人哪、求你等到天
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
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
特山上。

没有。
Son 3:4 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
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
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
Son 3:5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
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
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
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叫

第三章

第四章

Son 3:1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

Son 4:1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

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
见。
Son 3:2 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
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
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Son 3:3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
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

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
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
基列山旁。
Son 4:2 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
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
没有一只丧掉子的。
Son 4:3 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

His Faith

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
Son 3:6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

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
香粉薰的、是谁呢。
Son 3:7 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
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
勇士．
Son 3:8 手都持刀、善于争战．腰间
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
Son 3:9 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
自己制造一乘华轿。
Son 3:10 轿柱是用银作的、轿底是
用金作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
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
情。
Son 3:11 锡安的众女子阿、你们出
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
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
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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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
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
Son 4:4 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
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
牌、都是勇士的藤牌。
Son 4:5 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
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
的。
Son 4:6 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
去、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
的时候回来。
Son 4:7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
无瑕疵。
Son 4:8 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
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
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珥与黑
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
的山、往下观看。
Son 4:9 我妹子、我新妇、你夺了我
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
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Son 4:10 我妹子、我新妇、你的爱情
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
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Son 4:11 我新妇、你的嘴唇滴蜜、好
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
Son 4:12 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
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Son 4:13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
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哪
哒树。
Son 4:14 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
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
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
Son 4:15 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
雅歌 (歌) Son 第五章

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Son 4:16 北风阿、兴起．南风阿、吹
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
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
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第五章
Son 5:1 我妹子、我新妇、我进了我

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
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
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
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
Son 5:2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
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
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
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
露滴湿。
Son 5:3 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
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
玷污呢。
Son 5:4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
来、我便因他动了心。
Son 5:5 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的两手滴下没药、我的指头有
没药汁滴在门闩上。
Son 5:6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
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
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
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
答。
Son 5:7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
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
夺去我的披肩。
Son 5:8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
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
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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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5:9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

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
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
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Son 5:10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
5:11
*创 2:11
万人之上。
*
Son 5:11 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 ．他
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
Son 5:12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
用奶洗净、安得合式。
Son 5:13 他的两腮如香花畦、如香
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
下没药汁。
Son 5:14 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
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
牙、周围镶嵌蓝宝石。
Son 5:15 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
在精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
且佳美如香柏树。
Son 5:16 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
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这
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第六章
Son 6:1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

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
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
找他。
Son 6:2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
到香花畦、在园内牧放群羊、采
百合花。
Son 6:3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
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Son 6:4 我的佳偶阿、你美丽如得
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
开旌旗的军队。
Son 6:5 求你掉转眼目不看我、因
His Faith

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
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Son 6:6 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
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
只丧掉子的。
Son 6:7 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
一块石榴。
Son 6:8 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
有无数的童女。
Son 6:9 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
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
生养他者所宝爱的。众女子见了、
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
赞美他。
Son 6:10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
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Son 6:11 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
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
石榴开花没有．
Son 6:12 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
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Son 6:13 回来、回来．书拉密女、你
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
你们为何要观看书拉密女、像观
看玛哈念跳舞的呢。

第七章
Son 7:1 王女阿、你的脚在鞋中何

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
是巧匠的手作成的。
Son 7:2 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
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
有百合花。
Son 7:3 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
就是母鹿双生的。
Son 7:4 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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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目像希实本巴特拉并门旁的
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
利巴嫩塔。
Son 7:5 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迦密
7:10
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 创 3:16
创 4:7
心因这下垂的发绺系住了。
7:13
Son 7:6 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 创 30:15
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
8:11
Son 7:7 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 太 21:33
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
Son 7:8 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
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
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Son 7:9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
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
睡觉人的嘴中。
*
Son 7:10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
我。
Son 7:11 我的良人、来罢、你我可以
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
Son 7:12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
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
给你。
*
Son 7:13 风茄 放香．在我们的门内
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
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

*

第八章
Son 8:1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

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
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
我。
Son 8:2 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
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
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
Son 8:3 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
雅歌 (歌) Son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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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手必将我抱住。
Son 8:4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
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
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不要叫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情等
他自发〕
Son 8:5 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

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
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
的在那里为你劬劳。
Son 8:6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
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
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
耶和华的烈焰。
Son 8:7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
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
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Son 8:8 我们有一小妹、他的两乳
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
们当为他怎样办理。
Son 8:9 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
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
香柏木板围护他。
Son 8:10 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
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
人。
Son 8:11 所罗门在巴力哈们有一葡
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
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舍客
勒银子。
Son 8:12 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
所罗门哪、一千舍客勒归你、二
百舍客勒归看守果子的人。
Son 8:13 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
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
见。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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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一章
Isa 1:1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

1:1
何 1:1

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 摩 1:1
弥 1:1
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 先知年表
启 2:9
1
2
、和耶路撒冷 。
加 4:25
Isa 1:2 天哪、要听、地阿、侧耳而听．
1:2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 申 32:1
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
1:3
约 1:10
Isa 1:3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
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 1:4
*:后裔
创 3:15
不留意。
太 3:7
Isa 1:4 嗐、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 启 12:17
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 1:5
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 耶 5:3
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1:9
罗 9:29
Isa 1:5 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
1:10*
受责打么。你们已经满头疼痛、 耶 23:14
结 16:46
全心发昏。
启 11:8
Isa 1:6 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
1:21
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 启 17:5
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
也没有用膏滋润。
Isa 1:7 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
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
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
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
Isa 1:8 仅存锡安城〔城原文作女子〕、
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
被围困的城邑。
Isa 1:9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
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
蛾摩拉的样子了。
*
Isa 1:10 你们这所多玛 的官长阿、
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蛾摩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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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阿、要侧耳听我们 神的
训诲。
Isa 1:11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
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
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
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
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Isa 1:12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
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
Isa 1:13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
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
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
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
我也不能容忍。
Isa 1:14 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
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
便不耐烦。
Isa 1:15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
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
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
血。
Isa 1:16 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
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
Isa 1:17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
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
辨屈。
Isa 1:18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
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
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
羊毛。
Isa 1:19 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
上的美物．
Isa 1:20 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
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a
Isa 1:21 可叹信实的 城、变为妓女．
a Isa 1:21 信实的 hn`m*a$n\ 和合本译作忠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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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
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Isa 1:22 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
2:2
弥 4:1
酒、用水搀对。
太 13:31
Isa 1:23 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
2:6
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 利 19:26
18:10
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 申
代下 33:6
耶 27:9
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
但 2:27
Isa 1:24 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
但 4:7
5:7
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 但
但 5:11
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2:10
启 6:16
Isa 1:25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
尽你的渣滓、除净你的杂质．
2:11*
赛 25:9
Isa 1:26 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
赛 27:1
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
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
之城、信实之b邑。
Isa 1:27 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
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
赎。
Isa 1:28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
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
灭。
Isa 1:29 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
橡树抱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
子蒙羞。
Isa 1:30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
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
Isa 1:31 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
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
无人扑灭。

第二章
Isa 2:1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

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Isa 2:2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
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Isa 2:3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罢、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
各 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
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
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
Isa 2:4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
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
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
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
习战事。
Isa 2:5 雅各家阿、来罢、我们在耶
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Isa 2:6 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
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
俗、作观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样、
并与外邦人击掌。
Isa 2:7 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
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
也无数。
Isa 2:8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
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
所作的。
Isa 2:9 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
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Isa 2:10 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
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
荣光。
*
Isa 2:11 到那日 、眼目高傲的必降
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
独耶和华被尊崇。
Isa 2:12 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
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
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

b Isa 1:26 信实之 .hn`m*a$n\ 和合本译作忠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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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2:13 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

树、和巴珊的橡树．
Isa 2:14 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
2:19
Isa 2:15 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 何 10:8
启 6:16
Isa 2:16 又临到他施的船只、并一
2:22
切可爱的美物．
诗 146:3
Isa 2:17 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
3:4
降卑．在那日、惟独耶和华被尊 传 10:16
3:9*
崇。
太 7:22
Isa 2:18 偶像必全然废弃。
徒 19:13
亚 13:3
Isa 2:19 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
罗 1:27
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 罗 1:32
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
荣光。
Isa 2:20 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
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
和蝙蝠．
Isa 2:21 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
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
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和他威严的荣光。
Isa 2:22 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
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
可算什么呢。

第三章
Isa 3:1 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

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
所仗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
仗赖的水．
Isa 3:2 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
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
Isa 3:3 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
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
Isa 3:4 主说、我必使孩童作他们的
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
Isa 3:5 百姓要彼此欺压、各人受邻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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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
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
Isa 3:6 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你
有衣服、可以作我们的官长、这
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罢．
Isa 3:7 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作医
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
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作百
姓的官长。
Isa 3:8 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
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
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
Isa 3:9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
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
隐瞒、好像所多玛一样。他们有
祸了．因为作恶自害。
Isa 3:10 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
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
果子。
Isa 3:11 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
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
Isa 3:12 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
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
阿、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
坏你所行的道路。
Isa 3:13 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
判众民。
Isa 3:14 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
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
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
的、都在你们家中。
Isa 3:15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
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
的脸呢。
Isa 3:16 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
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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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步徐行、脚下玎珰．
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
Isa 3:17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
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
3:24
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 林后 2:15 上必有遮蔽。
诗 93:1
体。
Isa 4:6 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
林前
11:15
Isa 3:18 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
诗 30:11 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
美的脚钏、发网、月牙圈．
狂风暴雨。
4:1
启
1:20
Isa 3:19 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
弗 5:25 第五章
Isa 3:20 华冠、足炼、华带、香盒、符 约 6:51
约 6:63
Isa 5:1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
囊．
启 19:8
罗 10:3 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
Isa 3:21 戒指、鼻环．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
4:3-4
Isa 3:22 吉服、外套、云肩、荷包．
出 32:32
Isa 3:23 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 诗 69:28 山冈上．
腓 4:3
Isa 5:2 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
身的帕子。
启 3:5
1
启 13:8
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
Isa 3:24 必有臭烂代替馨香 、绳子
启 21:27
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
代替腰带 2、光秃代替美发 3、麻
4:5
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出 13:21 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Isa 5:3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
Isa 3:25 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 5:1
太 21:33 哪、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
的勇士、必死在阵上。
约 15:1
园中、断定是非。
Isa 3:26 锡安〔原文作他〕的城门必
5:7
悲伤、哀号．他必荒凉坐在地上。 歌 1:6 Isa 5:4 我为我葡萄园所作之外、还
太 21:33
有什么可作的呢．我指望结好葡
可 12:1
第四章
路 20:9
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启 14:19
1
Isa 4:1 在那日、七个女人 必拉住 士 13:14 Isa 5:5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
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
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
2
3
物 、穿自己的衣服 ．但求你许
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
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
践踏．
羞耻。
Isa 5:6 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
Isa 4:2 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
不再锄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
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
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
*
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
Isa 5:7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
Isa 4:3-4 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
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
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
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
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
谁知倒有暴虐．〔或作倒流人血〕
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
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
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
Isa 5:8 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
上记名的、必称为圣。
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
Isa 4:5 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
己独居境内。
1
2
3

1
2
2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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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9 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

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
Isa 5:21 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
凉、无人居住。
自看为通达的人。
Isa 5:10 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罢特
Isa 5:22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
5:30
酒、一贺梅珥谷种只结一伊法粮 匉訇:音烹 力调浓酒的人。
轰意大声
食。
Isa 5:23 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
Isa 5:11 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
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浓酒、留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
Isa 5:24 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
烧的人．
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
Isa 5:12 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
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
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
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
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作
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
的。
的言语。
Isa 5:13 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
Isa 5:25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
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
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
群众极其干渴。
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
Isa 5:14 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
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
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
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
Isa 5:26 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
Isa 5:15 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
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
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
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
Isa 5:16 惟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
Isa 5:27 其中没有疲倦的、绊跌的．
平而崇高、圣者 神、因公义显
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
为圣。
放松、鞋带也不折断．
Isa 5:17 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
Isa 5:28 他们的箭快利、弓也上了
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
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
游行的人吃尽。
风．
Isa 5:18 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
Isa 5:29 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
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
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
罪恶。
坦然叼去、无人救回。
Isa 5:19 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
Isa 5:30 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
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
叫、像海浪匉訇．人若望地、只
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
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
们知道。
暗。
Isa 5:20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
第六章
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
Isa 6:1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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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
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
垂下、遮满圣殿。
Isa 6:13 境内若还剩下十分之一的
a*
6:2*
Isa 6:2 其上有撒拉弗 侍立．各有
人、既使归回、也必被吞灭．像
民 21:6
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 民 21:8 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桩子
赛 14:29
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却仍存留．这圣洁的后裔*、也要
赛 30:6
Isa 6:3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 6:5*
像这树桩子一样仍被存留。b
42:6
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 伯
提前 1:15
第七章
满全地。
6:9
Isa 6:4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 太 13:14 Isa 7:1 乌西雅的孙子约坦的儿子
结 12:2
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
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可 4:12
路 8:10
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
Isa 6:5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
约 12:40
*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 徒 28:26 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
罗 11:8
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 林后 3:14- 能攻取。
15
Isa 7:2 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
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6:10*
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
Isa 6:6 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
创 3:22
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 太 13:15 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
徒 28:27
被风吹动一样。
下来的．
罗 8:8
Isa 7:3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
Isa 6:7 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 6:11
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耶 41:9 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
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
6:13*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创 3:15
迎接亚哈斯．
Isa 6:8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 创 15:5
创 12:7
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加 3:16 Isa 7:4 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
要因亚兰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7:1
Isa 6:9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王下 16:5 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
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
Isa 7:5 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
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
Isa 6:10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
Isa 7:6 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
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
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
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
他比勒的儿子为王．
过来、便得医治。
Isa 7:7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
Isa 6:11 我就说、主阿、这到几时为
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
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
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
其荒凉．
Isa 6:12 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

b Isa 6:13 境内...
hl*a@K* ru@b*l= ht*y+h*w+ hb*v*w+ hY`r]c!u& HB* douw+
vd\q) ur~z\ <B* tb#X#m^ tk#L#v^B= rv#a& /oLa^k*w+
p .HT*b=X^m^
和合本译作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
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桩子、却
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a Isa 6:2 撒拉弗 <yp!r`c= 或作火蛇 (民 21:6), 或作
火焰的飞龙 (赛 14:29,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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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7:8 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

大马色的首领是利汛．六十五年
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
为国民．
Isa 7:9 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
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
稳。
Isa 7:10 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
Isa 7:11 你向耶和华你的
神求一
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
在高处。
Isa 7:12 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
探耶和华。
Isa 7:13 以赛亚说、大卫家阿、你们
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 神厌烦么。
Isa 7:14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
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
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 神与

7:14
太 1:23
路 1:31
路 24:44

7:20
利 14:9

7:22
诗 81:16
林前 10:4

第八章
Isa 8:1 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

牌、拿人所用的笔、〔或作人常用
的字〕写上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
斯．〔就是掳掠速临抢夺快到的意
思〕
a
Isa 8:2 我要用信实的 见证人、祭
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
迦利亚、记录这事。
Isa 8:3 我以赛亚与妻子〔原文作女
先知〕同室．他怀孕生子、耶和华
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玛黑珥沙
拉勒哈施罢斯．
Isa 8:4 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
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
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
前搬了去。
Isa 8:5 耶和华又晓谕我说、
Isa 8:6 这百姓既厌弃西罗亚缓流

我们同在的意思〕
Isa 7:15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

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Isa 7:16 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
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
之地、必致见弃。
Isa 7:17 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
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
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
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Isa 7:18 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
埃及江河源头的螥蝇、和亚述地
的蜂子飞来。
Isa 7:19 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
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
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
Isa 7:20 那时、主必用大河外赁的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八章

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
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
Isa 7:21 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
母牛犊、两只母绵羊．
Isa 7:22 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
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
奶油与蜂蜜。
Isa 7:23 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
值银一千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时、
必长荆棘和蒺藜。
Isa 7:24 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
为遍地满了荆棘和蒺藜。
Isa 7:25 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
因怕荆棘和蒺藜、不敢上那里去．
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
地。

a Isa 8:2 信实的 <yn]m*a$n\ 和合本译作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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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喜悦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
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
Isa 8:7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
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
8:12-13
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 太 10:28 预兆和奇迹。
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 8:14
Isa 8:19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
罗 9:33
涨过两岸．
彼前 2:8 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
太 13:57
Isa 8:8 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
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
太 21:44
到颈项．以马内利阿、他展开翅
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 神
8:15
赛 28:13 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
膀、遍满你的地。
民 21:8
Isa 8:9 列国的人民哪、任凭你们喧 林前
Isa 8:20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
11:24
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哪、
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
9:1-2
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束起腰来、太 4:15-16 不得见晨光。
终必破坏．你们束起腰来、终必
Isa 8:21 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
破坏。
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
Isa 8:10 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
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 神．
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
Isa 8:22 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
神与我们同在。
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
Isa 8:11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
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
第九章
这样说、
Isa 9:1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
Isa 8:12 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
幽暗。从前 神使西布伦地、和
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
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
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
沿海的路、约但河外、外邦人的
Isa 8:13 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
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
Isa 9: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
的。
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
Isa 8:14 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
光照耀他们。
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
Isa 9:3 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
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
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
套和网罗。
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
Isa 8:15 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
的快乐。
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Isa 9:4 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
Isa 8:16 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
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徒中间封住训诲。
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
Isa 8:17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
子一样。
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
Isa 9:5 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
Isa 8:18 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
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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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9:6
Isa 9: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
路 24:44
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
9:7*
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撒下 7:13
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9:16
太 15:14
君。
玛 2:8
Isa 9:7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
10:1
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 太 23:16
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 10:2
太 23:15
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
10:5
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赛 13:5
Isa 9:8 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 结 30:25
以色列家。
Isa 9:9 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
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
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
Isa 9:10 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
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
香柏树。
Isa 9:11 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汛
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
动以色列的仇敌、
Isa 9:12 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
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
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伸不缩。
Isa 9:13 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
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
华。
Isa 9:14 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
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棕枝与
芦苇。
Isa 9:15 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
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
Isa 9:16 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
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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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Isa 9:17 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

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
因为各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
并且各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
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
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Isa 9:18 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
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
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
Isa 9:19 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
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
怜爱弟兄。
Isa 9:20 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
左边吞吃、仍不饱足．各人吃自
己膀臂上的肉。
Isa 9:21 玛拿西吞吃〔或作攻击下
同〕以法莲．以法莲吞吃玛拿西．
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
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
伸不缩。

第十章
Isa 10:1 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

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
Isa 10:2 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
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掳
物、以孤儿当作掠物。
Isa 10:3 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
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
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
耀〔或作财宝〕存留何处呢。
Isa 10:4 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
以下、仆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
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伸不缩。
Isa 10:5 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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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恼恨的杖。
Isa 10:6 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
10:20
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亚 2:7
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 10:22
赛 17:6
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罗 9:27
*:番 2:9
Isa 10:7 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赛 11:11
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
10:23
番 1:2-3
毁灭、剪除不少的国。
Isa 10:8 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
王么．
Isa 10:9 迦勒挪岂不像迦基米施么．
哈马岂不像亚珥拔么．撒玛利亚
岂不像大马色么．
Isa 10:10 我手已经构到有偶像的国．
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
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
Isa 10:11 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
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
和其中的偶像么。
Isa 10:12 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
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
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
傲眼目的荣耀。
Isa 10:13 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
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
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
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
像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
Isa 10:14 我的手构到列国的财宝、
好像人构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
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
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
叫的。
Isa 10:15 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
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
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

起那非木的人。
Isa 10:16 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
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
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
如同焚烧一样。
Isa 10:17 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
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
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净
尽．
Isa 10:18 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
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
过去一样。
Isa 10:19 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
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
Isa 10:20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
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
击打他们的、却要在信实里a倚
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Isa 10:21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
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 神。
Isa 10:22 以色列阿、你的百姓、虽
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归回．原
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
如水涨溢。
Isa 10:23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
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Isa 10:24 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
说、住锡安我的百姓阿、亚述王
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
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
Isa 10:25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
你们发的忿恨就要完毕、我的怒
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
Isa 10:26 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
攻击他、好像在俄立磐石那里杀
a Isa 10:20 在信实里 .tm#a$B#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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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
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
一样。
Isa 10:27 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
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
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
撑断。〔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
Isa 10:28 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
矶仑．在密抹安放辎重．
Isa 10:29 他们过了隘口．在迦巴住
宿．拉玛人战兢．扫罗的基比亚
人逃跑。
Isa 10:30 迦琳的居民哪、〔居民原文
作女子〕要高声呼喊．莱煞人哪、
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突阿。
Isa 10:31 玛得米那人躲避．基柄的
居民逃遁。
Isa 10:32 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
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
路撒冷的山、抡手攻他。
Isa 10:33 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
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
下、高大的必被伐倒。
Isa 10:34 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
砍下、利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
伐倒。

11:1
罗 15:12
太 1:6

11:2
赛 61:1
路 4:18

11:4
帖后 2:8

11:7
创 1:30
赛 65:25

11:8
可 16:18

11:11
赛 37:31
耶 23:3
摩 5:15
番 2:9
亚 8:12
徒 15:17
罗 9:27
诗 76:10

第十一章
Isa 11:1 从耶西的本〔原文作桩〕必

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
实。
Isa 11:2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
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
华的灵。
Isa 11:3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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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闻．
Isa 11:4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
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
戮恶人。
Isa 11:5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
必当他胁下的带子。
Isa 11:6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
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
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
引他们。
Isa 11:7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
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Isa 11:8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
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
蛇的穴上。
Isa 11:9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
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
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
充满洋海一般。
Isa 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
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
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Isa 11:11 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
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
亚述、埃及、巴忒罗、古实、以拦、
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
Isa 11:12 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招
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
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Isa 11:13 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
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
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
莲。
Isa 11:14 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
士人的肩头上．〔肩头上或作西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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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

以东和摩押．亚扪人也必顺服他
们。
Isa 11:15 耶和华必使埃及海汊枯干．
12:1*
抡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 来 12:27
13:5
条、令人过去不至湿脚。
赛 10:5
Isa 11:16 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
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13:8*
诗 48:6
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 耶 4:31
耶 30:6
弥 4:9
样。

第十二章

太 24:8
帖前 5:3

13:10
*
Isa 12:1 到那日 、你必说、耶和华阿、
珥 2:31

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
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
慰了我。
Isa 12:2 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我
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
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Isa 12:3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
Isa 12:4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
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
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
被尊崇。
Isa 12:5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
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
传天下。
Isa 12:6 锡安的居民哪、当扬声欢
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
者、乃为至大。

亚 14:6
太 24:29
可 13:24
启 6:12
启 8:12

13:12
罗 9:27
太 20:16

第十三章
Isa 13:1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

示论巴比伦。
Isa 13:2 应当在净光的山竖立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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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
胄的门。
Isa 13:3 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
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
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Isa 13:4 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
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
哄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点齐军队、预备打仗。
Isa 13:5 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
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
毁灭这全地。
Isa 13:6 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
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
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Isa 13:7 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
都必消化。
Isa 13:8 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
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
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
脸如火焰。
Isa 13:9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
残忍、忿恨、烈怒．使这地荒凉、
从其中除灭罪人。
Isa 13:10 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
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
也不放光。
Isa 13:11 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
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
妄止息、制伏强暴人的狂傲。
Isa 13:12 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少、使
人比俄斐纯金更少。
Isa 13:13 我万军之耶和华在忿恨中
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
地摇撼、离其本位。
Isa 13:14 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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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聚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
到本土。
Isa 13:15 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
14:1
赛 11:11
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
Isa 13:16 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 14:12*
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 林后
11:14
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
Isa 13:17 我必激动玛代人来攻击他
们．玛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
爱金子。
Isa 13:18 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
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
孩子。
Isa 13:19 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
神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
Isa 13:20 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
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
里支搭帐棚．牧羊的人、也不使
羊群卧在那里。
Isa 13:21 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
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
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
a
Isa 13:22 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龙
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
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
长久。

第十四章
Isa 14:1 耶和华要怜恤雅各、必再

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
家。
Isa 14:2 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
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
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
a Isa 13:22 龙 <yN]t^w+ 和合本译作野狗,Isa34:13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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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
Isa 14:3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
烦恼、并人勉强你作的苦工、得
享安息的日子、
Isa 14:4 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
说、欺压人的何竟息灭、强暴的
何竟止息。
Isa 14:5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
辖制人的圭、
Isa 14:6 就是在忿怒中连连攻击众
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
迫无人阻止的。
Isa 14:7 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
人皆发声欢呼。
Isa 14:8 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
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仆倒、
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
Isa 14:9 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
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
世曾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曾为
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
Isa 14:10 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
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么．你
也成了我们的样子么。
Isa 14:11 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
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
上盖的是蛆。
b*
Isa 14:12 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阿、
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
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Isa 14:13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
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 神众
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Isa 14:14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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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至上者同等。
Isa 14:15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
14:29*
民 21:6
中极深之处。
赛 6:2
Isa 14:16 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
15:1
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战抖、 创 19:37
申 2:9
使列国震动、
Isa 14:17 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邑
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
这个人么。
Isa 14:18 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
宅的荣耀中安睡。
Isa 14:19 惟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
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
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
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
踏的尸首一样。
Isa 14:20 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
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
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
Isa 14:21 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
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
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城邑。
Isa 14:22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
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
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
除．这是耶和华说的。
Isa 14:23 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
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
扫净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Isa 14:24 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
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
样定意、必照样成立．
Isa 14:25 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
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加的轭、
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加的重担、
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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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14:26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

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
Isa 14:27 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意、
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
谁能转回呢。
Isa 14:28 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
以下的默示。
Isa 14:29 非利士全地阿、不要因击
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
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
是火焰的飞龙*。
Isa 14:30 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
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
治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
被杀戮。
Isa 14:31 门哪、应当哀号．城阿、应
当呼喊．非利士全地阿、你都消
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
行伍中并无乱队的。
Isa 14:32 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
〔外邦或指非利士〕必说、耶和华
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
必投奔在其中。

第十五章
Isa 15:1 论摩押的默示。一夜之间、

摩押的亚珥、变为荒废、归于无
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珥、变
为荒废、归于无有．
Isa 15:2 他们上巴益、又往底本、到
高处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和米
底巴哀号、各人头上光秃、胡须
剃净。
Isa 15:3 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
在房顶上和宽阔处、俱各哀号、
眼泪汪汪。
Isa 15:4 希实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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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达到雅杂．所以摩押带兵
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兢。
Isa 15:5 我心为摩押悲哀．他的贵
16:6
胄、〔或作逃民〕逃到琐珥、到伊 耶 48:29
基拉、施利施亚．他们上鲁希坡
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
毁灭举起哀声。
Isa 15:6 因为宁林的水成为干涸．
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青绿之物、
一无所有。
Isa 15:7 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财物、
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
Isa 15:8 哀声遍闻摩押的四境．哀
号的声音、达到以基莲．哀号的
声音、达到比珥以琳。
Isa 15:9 底们的水充满了血．我还
要加增底们的灾难、叫狮子来追
上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
剩的人。

第十六章
Isa 16:1 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

权的、从西拉往旷野、送到锡安
城的山。〔城原文作女子〕
Isa 16:2 摩押的居民、〔居民原文作女
子〕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
如拆窝的雏。
Isa 16:3 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
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
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
Isa 16:4 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
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作他的
隐密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
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
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
Isa 16:5 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

有一位因信实a坐在其上、在大
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
速行公义。
Isa 16:6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
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
忿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
Isa 16:7 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
号．人人都要哀号．你们摩押人
要为吉珥哈列设的葡萄饼哀叹、
极其忧伤。
Isa 16:8 因为希实本的田地、和西
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
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
枝子长到雅谢延到旷野．嫩枝向
外探出、直探过盐海。
Isa 16:9 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
萄树哀哭、与雅谢人哀哭一样．
希实本、以利亚利阿、我要以眼
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
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
割的庄稼。
Isa 16:10 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
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
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醡
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
声音止息。
Isa 16:11 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
如琴．我心肠为吉珥哈列设、也
是如此。
Isa 16:12 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
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
蒙应允。
Isa 16:13 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
话。
Isa 16:14 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
a Isa 16:5 因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诚诚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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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照雇工的年数、摩押的荣耀、
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
人、甚少无几。

Isa 17:11 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

第十七章
Isa 17:1 论大马色的默示。看哪、大

17:1
创 15:2

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
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
割的、都飞去了。
Isa 17:12 唉、多民哄嚷、好像海浪
匉訇．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
Isa 17:13 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
但 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
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
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
Isa 17:14 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
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
人所得的分、是抢夺我们之人的
报应。

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
17:2
书 13:16
作乱堆。
书 13:25
Isa 17:2 亚罗珥的城邑、已被撇弃． 王下 10:
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32-33
17:13
无人惊吓。
糠:
伯 21:18
Isa 17:3 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
诗 1:4
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 赛 33:11
23:28
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 耶
但 2:35
何 13:3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太 3:12
第十八章
Isa 17:4 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
路 3:17
枵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 17:6
Isa 18:1 唉、古实河外翅膀刷刷响
赛 10:22
Isa 17:5 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
声之地、
罗 9:27
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
Isa 18:2 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
17:12
匉訇:音烹 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
乏音谷拾取遗落的穗子。
轰意大声
Isa 17:6 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
使者、要到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
18:1
人打橄榄树、在尽上的枝梢上、 创 2:12 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
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 创 10:8 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
代下 12:3
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
河分开。
18:5
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的。
Isa 18:3 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
约 15:2
Isa 17:7 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 18:6
所住的人哪、山上竖立大旗的时
启
18:2
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
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
启 16:13
Isa 17:8 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
们要听。
自己手所筑的、也不重看自己指
Isa 18:4 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
头所作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
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
Isa 17:9 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
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
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
收割的热天。
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
Isa 18:5 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
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
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
Isa 17:10 因你忘记救你的
神、不
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
1
记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
Isa 18:6 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 、和
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
地上的野兽 2．夏天鸷鸟要宿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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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
Isa 18:7 到那时这高大光滑的民、
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
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
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
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
安置他名的地方。

Isa 19:10 国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
19:2
士 9:23

19:14
帖后 2:11

第十九章
Isa 19:1 论埃及的默示。看哪、耶和

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
偶像在他面前战兢．埃及人的心
在里面消化。
Isa 19:2 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
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
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
国。
Isa 19:3 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
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
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
的、行巫术的。
Isa 19:4 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
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
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Isa 19:5 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
没干涸。
Isa 19:6 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
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
必衰残。
Isa 19:7 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
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
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
Isa 19:8 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
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
的、必都衰弱。
Isa 19:9 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
白布的、都必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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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必愁烦。
Isa 19:11 琐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
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
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
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
后裔。
Isa 19:12 你的智慧人在那里呢．万
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
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罢。
Isa 19:13 琐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
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
及支派房角石的使埃及人走错
了路。
Isa 19:14 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搀入
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作
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
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
Isa 19:15 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
棕枝与芦苇、所作之工、都不成
就。
Isa 19:16 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
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
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兢惧怕。
Isa 19:17 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
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
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
旨意。
Isa 19:18 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城的
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
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
亡城。
Isa 19:19 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
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
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
柱。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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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19:20 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

耶和华作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
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
差遣一位救主、作护卫者、拯救
他们。
Isa 19:21 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
19:23
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 弥 7:12
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 19:24*
亚 13:8
和华许愿还愿。
20:1*
Isa 19:22 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 撒上 5:1
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 21:3*
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 赛 13:8
他们。
21:6*
结 3:17
Isa 19:23 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
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
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
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
Isa 19:24 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
亚述成为那在地上蒙福的三分
之一*之中a．
Isa 19:25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
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
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
都有福了。

第二十章
Isa 20:1 亚述王撒珥根打发他珥探

到亚实突*的那年、他珥探就攻
打亚实突、将城攻取．
Isa 20:2 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
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
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
亚就这样作、露身赤脚行走。
Isa 20:3 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
a Isa 19:24 当那日...
la@r`c=y] hy\h=y] aWhh^ <oYB^
.Jr\a*h* br\q\B= hk*r`B= rWVa^l=W <y]r~x=m!l= hY`v!yl!v=
和合本译作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
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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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
乎埃及、和古实的预兆奇迹．
Isa 20:4 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
及人、掠去古实人、无论老少、
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
蒙羞。
Isa 20:5 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
实、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
Isa 20:6 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
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
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
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
呢。

第二十一章
Isa 21:1 论海旁旷野的默示。有仇

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
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
Isa 21:2 令人凄惨的异象已默示于
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
灭。以拦哪、你要上去．玛代阿、
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
止住。
Isa 21:3 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
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
不能看。
Isa 21:4 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
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兢。
Isa 21:5 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
又吃又喝．首领阿、你们起来、
用油抹盾牌。
Isa 21:6 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
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
Isa 21:7 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
一对一对地来、又看见驴队、骆
驼队、就要侧耳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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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21:8 他像狮子吼叫、说、主阿、

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
我守望所．
Isa 21:9 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
21:11
一对一对地来。他就说、巴比伦 *申 2:5
俄 1:1
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 结 25:12
神像、都打碎于地。
21:12
Isa 21:10 我被打的禾稼、我场上的 路 22:53
出 10:23
谷阿、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赛 8:1
的 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 21:16*
利 25:50
们了。
赛 16:14
Isa 21:11 论度玛的默示。有人声从
22:1*
西珥*呼问我、说、守望的阿、夜 创 15:1
创 46:2
里如何．守望的阿、夜里如何。 民 12:6
Isa 21:12 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
22:2
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 启 9:15
22:13
要回头、因为灾难要来a*。
林前
Isa 21:13 论亚拉伯的默示。底但结 15:32
伴的客旅阿、你们必在亚拉伯的
树林中住宿。
Isa 21:14 提玛地的居民拿水来、送
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
Isa 21:15 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
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
兵的重灾。
Isa 21:16 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
照雇工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
耀必归于无有．
Isa 21:17 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基
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
是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的。

第二十二章
*

Isa 22:1 论异象

谷的默示。有什么

a Isa 21:12 你们... s .Wyt*a@ Wbv% Wyu*B= /Wyu*b=T!-<a!
和合本译作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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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
Isa 22:2 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
的城、欢乐的邑阿、你中间被杀
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
仗死亡。
Isa 22:3 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
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
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
是逃往远方的。
Isa 22:4 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
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
〔原文作民女〕的毁灭、就竭力安
慰我。
Isa 22:5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
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
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
Isa 22:6 以拦带着箭袋、还有坐战
车的和马兵、吉珥揭开盾牌。
Isa 22:7 你嘉美的谷遍满战车、也
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
Isa 22:8 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
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
Isa 22:9 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
多、便聚积下池的水。
Isa 22:10 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
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
Isa 22:11 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
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
望作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
这事的。
Isa 22:12 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
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
布。
Isa 22:13 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
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
喝罢。因为明天要死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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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22:14 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

Isa 22:24 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

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
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Isa 22:15 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家宰舍伯 22:18
耶 15:4
那、对他说、
*列邦
Isa 22:16 你在这里作什么呢．有什 22:18
3:9
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 赛
何 5:5
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 诗 49:13
己凿出安身之所。
22:22
启 3:7
Isa 22:17 看哪、耶和华必像大有力
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 23:1*
书 19:29
Isa 22:18 他必将你滚成一团、好像 耶 47:4
结 26:2
抛球一样、把你抛在宽阔*之地、
你必在那里死亡、在那里你荣耀
的车**、必成为你主人们家的羞
辱。a
Isa 22:19 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
必从你的原位撤下。
Isa 22:20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
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
Isa 22:21 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
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
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居
民和犹大家的父。
Isa 22:22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
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
关、无人能开。
Isa 22:23 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
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
的宝座。

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
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
一样。
Isa 22:25 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
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
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
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

a Isa 22:18 他必将...
<y]d`y` tb^j&r~ Jr\a#-la# rWDK^ hp*n}x= ;p=n`x=y] [onx*
tyB@ /olq+ ;d\obK= tobK=r+m^ hM*v*w+ tWmt* hM*v*
.;yn\d)a&
和合本译作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
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
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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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

Isa 23:1 论推罗

的默示。他施的船
只、都要哀号．因为推罗变为荒
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
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
Isa 23:2 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
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
当静默无言。
Isa 23:3 在大水之上、西曷的粮食、
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
他作列国的大码头。
Isa 23:4 西顿哪、你当惭愧．因为大
海说、就是海中的保障说、我没
有劬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
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
Isa 23:5 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
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
Isa 23:6 推罗人哪、你们当过到他
施去．沿海的居民哪、你们都当
哀号．
Isa 23:7 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
古而有的么．其中的居民、往远
方寄居。
Isa 23:8 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
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
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
的呢．
Isa 23:9 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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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污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
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
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
散*。
Isa 23:10 他施的民哪、〔民原文作
Isa 24:2 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
23:15
女〕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 耶 25:11 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
代下
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
36:21
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
耶 29:10
Isa 23:11 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 但 9:2
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
亚 1:12
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 亚 7:5 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
拆毁其中的保障。
利的也怎样。
23:18
Isa 23:12 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 出 3:22
Isa 24:3 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
诗 68:12
民哪、〔居民原文作处女〕你必不 弗 4:8 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 24:1* Isa 24:4 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
创 1:2
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
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
创 10:25
Isa 23:13 看哪、迦勒底人之地向来
Isa 24:5 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
24:2
没有这民．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 林前 7:29- 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
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戍 31
了永约。
24:3
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 创 1:2 Isa 24:6 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
耶 4:23
荒凉。
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
Isa 23:14 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号．因
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
为你们的保障变为荒场。
Isa 24:7 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
Isa 23:15 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
中欢乐的、俱都叹息。
年、照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后、
Isa 24:8 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
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
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
Isa 23:16 你这被忘记的妓女阿、拿
Isa 24:9 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
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
酒的、必以为苦。
想念你。
Isa 24:10 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
Isa 23:17 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
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
推罗、他就仍得利息〔原文作雇
Isa 24:11 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
价下同〕与地上的万国交易。
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
〔原文作行淫〕
归于无有。
Isa 23:18 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
Isa 24:12 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
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
净尽。
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
Isa 24:13 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
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
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
的衣服。
剩无几。
Isa 24:14 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
第二十四章
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
Isa 24:1 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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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来。
Isa 24:15 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

24:23

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 番 1:5
太 18:7
列 神的名。
彼后 3:7
Isa 24:16 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25:7
34:33
说、荣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 出
林后 3:13
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
25:8
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林前
15:54
Isa 24:17 地上的居民哪、恐惧、陷
25:9*
坑、网罗、都临近你。
赛 2:11
Isa 24:18 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 赛 27:1
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
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
基也震动了。
Isa 24:19 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
大大的震动了。
Isa 24:20 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
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
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
能复起。
Isa 24:21 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
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
上的列王。
Isa 24:22 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
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
多日之后便被讨罪。〔或作眷顾〕
Isa 24:23 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
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
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
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第二十五章
Isa 25:1 耶和华阿、你是我的

神．
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真理信实a行过奇妙的
a Isa 25:1 真理信实 ./m#a) hn`Wma$ 和合本译作忠信
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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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Isa 25:2 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
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
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
Isa 25:3 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
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
Isa 25:4 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
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作
贫穷人的保障、作困乏人急难中
的保障、作躲暴风之处、作避炎
热的阴凉。
Isa 25:5 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
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
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
化。
Isa 25:6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
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
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
设摆筵席。
Isa 25:7 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
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
帕子。
Isa 25:8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
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
Isa 25:9 到那日 人必说、看哪、这是
我们的 神．我们素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
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
恩．欢喜快乐。
Isa 25:10 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
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
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
Isa 25:11 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
洑水的伸开手洑水一样．但耶和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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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
诡计、一并败落。
Isa 25:12 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
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

第二十六章
Isa 26:1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

Isa 26:12 耶和华阿、你必派定我们

26:18
赛 45:8
*创 1:2

26:19
启 20:13

26:20

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 创 7:7
创 7:16
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
Isa 26:2 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
得以进入。
Isa 26:3 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
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Isa 26:4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
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Isa 26:5 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
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
埃。
Isa 26:6 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
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
Isa 26:7 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
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
Isa 26:8 耶和华阿、我们在你行审
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
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记念
的名。
Isa 26:9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
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
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
学习公义。
Isa 26:10 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
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
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
Isa 26:11 耶和华阿、你的手高举、他
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
的热心、因而抱愧．并且有火烧
灭你的敌人。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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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平安．因为我们所作的事、都
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Isa 26:13 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在
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
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
Isa 26:14 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
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
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
号就全然消灭。
Isa 26:15 耶和华阿、你增添国民、
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
张地的四境。
Isa 26:16 耶和华阿、他们在急难中
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
Isa 26:17 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
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阿、我们
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Isa 26:18 我们也曾怀孕疼痛、如同
要生产灵*里的救恩一样．然而
这救恩并非我们在地上所能做
成．也非世上的居民所能败坏。a
Isa 26:19 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
复活．尸首〔原文作我的尸首〕要
兴起。睡在尘埃的阿、要醒起歌
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
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Isa 26:20 我的百姓阿、你们要来进
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
到忿怒过去。
Isa 26:21 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
a

Isa 26:18 我们也曾...

tu)Wvy+ j~Wr Wnd+l^y` omK= Wnl=j^ Wnyr]h*
.lb@t@ yb@v=y{ WlP=y]-lb^W Jr\a# hc#u&n~-lB^
和合本译作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
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
居民、也未曾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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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
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
杀的人。

第二十七章
*

Isa 27:1 到那日 、耶和华必用他刚

27:1*
赛 2:11

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海龙、就是 赛 25:9
那快行的蛇、刑罚海龙就是那曲
行的蛇．就是杀那海中的龙。a
Isa 27:2 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
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
Isa 27:3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
有人损害。
Isa 27:4 我心中不存忿怒．惟愿荆
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
把他一同焚烧。
Isa 27:5 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
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
Isa 27:6 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
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
满世界。
Isa 27:7 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
些击打他们的人么．他们被杀戮、
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么。
Isa 27:8 你打发他们去、是相机宜
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
用暴风将他们逐去。
Isa 27:9 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
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
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
a Isa 27:1 到那日...
hl*odG+h^w+ hv*Q`h^ w{br+j^B= hw`hy+ dq)p=y] aWhh^ <oYB^
vj*n` /t*y`w+l! lu^w+ j~r]B* vj*n` /t*y`w+l! lu^ hq`z`j&h^w+
s .<Y`B^ rv#a& /yN]T^h^-ta# gr~h*w+ /otL*q~u&
和合本译作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
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
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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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立起。
Isa 27:10 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
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
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
并吃尽其中的树枝。
Isa 27:11 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
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
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
怜恤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
恩与他们。
Isa 27:12 以色列人哪、到那日、耶
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地收集、如同人打树
拾果一样。
Isa 27:13 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
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
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
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第二十八章
Isa 28:1 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

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
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
Isa 28:2 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
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
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
落于地。
Isa 28:3 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
冠冕、必被踏在脚下．
Isa 28:4 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
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初
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
一到手中就吞吃了。
Isa 28:5 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
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
Isa 28:6 也作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
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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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28:11
Isa 28:7 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
林前
摇愰愰、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 14:21
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愰愰、被酒所 28:13
赛 8:15
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
28:16
默示、谬行审判。
太 21:42
Isa 28:8 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
28:21
撒下 5:20
秽、无一处干净。
书 10:12
Isa 28:9 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
代下 1:3
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28:22
番 1:2
是那刚断奶离怀的么。
Isa 28:10 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 28:24
太 13:18
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Isa 28:11 先知说、不然、主要藉异邦
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
这百姓说话．
Isa 28:12 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
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
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
Isa 28:13 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
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
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Isa 28:14 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
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
的、要听耶和华的话。
Isa 28:15 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
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原文作鞭
子〕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
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
在虚假以下藏身．
Isa 28:1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
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
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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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Isa 28:17 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
义为线铊．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
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
Isa 28:18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
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
不住．敌军〔原文作鞭子〕如水涨
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
Isa 28:19 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
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
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
恐。
Isa 28:20 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
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
Isa 28:21 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毗拉
心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
好作成他的工、就是非常的工、
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
Isa 28:22 现在你们不可亵慢、恐怕
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
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
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
Isa 28:23 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
留心听我的言语。
Isa 28:24 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
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
呢．
Isa 28:25 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
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
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
种粗麦呢．
Isa 28:26 因为他的
神教导他务农
相宜、并且指教他。
Isa 28:27 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
的器具、轧大茴香、也不用碌碡．
FOJC.NET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八章
〔原文作车轮下同〕但用杖打小茴

香、用棍打大茴香。
29:8
Isa 28:28 作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
摩 8:11
因他不必常打．虽用碌碡和马打
29:9
散、却不磨他。
赛 22:2
Isa 28:29 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29:10
6:9
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赛
罗 11:8

第二十九章
Isa 29:1 唉、亚利伊勒、亚利伊勒、

29:13
结 33:31
太 15:8
可 7:6
、西 2:22

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
节期照常周流．
29:14
林前 1:19
Isa 29:2 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
他必悲伤哀号、我却仍以他为亚 29:18
太 11:5
利伊勒。
Isa 29:3 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
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
Isa 29:4 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
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
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
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
Isa 29:5 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
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
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
Isa 29:6 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
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
的火焰、向他讨罪。
Isa 29:7 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
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
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
如梦景、如夜间的异象。
Isa 29:8 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
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
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
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
众、也必如此。
Isa 29:9 你们等候惊奇罢．你们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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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昏迷罢．他们醉了、却非因酒．
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
Isa 29:10 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
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
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
你们的头、就是先见。
Isa 29:11 所有的默示你们看如封住
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
说、请念罢．他说、我不能念、因
为是封住了。
Isa 29:12 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
人、说、请念罢．他说、我不识字。
Isa 29:13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
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Isa 29:14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
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Isa 29:15 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
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
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
Isa 29:16 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
窑匠如泥么．被制作的物岂可论
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
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
有聪明。
Isa 29:17 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
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么。
Isa 29:18 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
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
中得以看见。
Isa 29:19 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
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
的圣者快乐。
Isa 29:20 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九章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二十九章

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
于他们的民那里去。
的、都被剪除．
Isa 30:7 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
30:6*
Isa 29:21 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
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
民 21:6
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赛 6:2 伯。
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枉义 30:15 Isa 30:8 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
心中安静:
人。
箴:14:30 这话刻在版上、写在书上、以便
诗 131:2
Isa 29:22 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
传留后世、直到永永远远。
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
Isa 30:9 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
再羞愧、面容也不至变色。
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
Isa 29:23 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
诲的儿女。
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
Isa 30:10 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
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
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
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 神。
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
Isa 29:24 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
和的话、言虚幻的事。
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Isa 30:11 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
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
第三十章
色列的圣者。
Isa 30:1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
Isa 30:12 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
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倚赖
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至罪
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
上加罪．
Isa 30:13 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
Isa 30:2 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
好像将要破裂凸出来的高墙、顷
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
刻之间、忽然坍塌。
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
Isa 30:14 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
Isa 30:3 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
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
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
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
为你们的惭愧。
火、从池中舀水。
Isa 30:4 他们的首领已在琐安、他
Isa 30:15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
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
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Isa 30:5 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
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
自不肯．
益、只作羞耻凌辱。
Isa 30:16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
Isa 30:6 论南方牲畜的默示。他们
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
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
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
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
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
Isa 30:17 一人叱喝、必令千人逃跑．
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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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叱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
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
的大旗。
a
30:18
Isa 30:18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
路 15:20
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
31:2*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 神．凡等 赛 45:7
出 4:11
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路 13:4
Isa 30:19 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
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
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
候、就必应允你。
Isa 30:20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
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Isa 30:21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
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Isa 30:22 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
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
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
偶像说、去罢。
Isa 30:23 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
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
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
宽阔的草场吃草。
Isa 30:24 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
盐的料．这料是用木杴和杈子扬
净的。
Isa 30:25 在大行杀戮的日子、高台
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陵、必有
川流河涌。
Isa 30:26 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
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月光
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
日的光一样。
a Isa 30:18 必然等候 hK#jy^ + 或作多么渴望地等候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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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30:27 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

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
嘴唇满有忿恨、他的舌头像吞灭
的火．
Isa 30:28 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
涨到颈项、要用毁灭的筛箩、筛
净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
有使人错行的嚼环。
Isa 30:29 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
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
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
的磐石那里。
Isa 30:30 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
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
怒中的忿恨、并吞灭的火焰、与
霹雷、暴风、冰雹。
Isa 30:31 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
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
Isa 30:32 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
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
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
起手来、与他交战。
Isa 30:33 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
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
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
硫磺火、使他着起来。

第三十一章
Isa 31:1 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

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
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
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
和华。
Isa 31:2 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
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
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
那作孽帮助人的。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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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31:3 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

Isa 32:3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

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
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
的必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
都一同灭亡。
31:3
Isa 31:4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
亚 4:6
和少壮狮子、获食咆哮、就是喊 诗 147: 10
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 31:5
出 12:11
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 罗 3:25
哗缩伏．如此、万军之耶和华、
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争战。
Isa 31:5 雀鸟怎样扇翅覆雏、万军
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
冷、他必保护拯救、要逾越a保守。
Isa 31:6 以色列人哪、你们深深的
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
Isa 31:7 到那日各人必将他金偶像、
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
罪中的、都抛弃了。
Isa 31:8 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
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
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
年人、必成为服苦的。
Isa 31:9 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
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
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
的耶和华说的。

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
Isa 32:4 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
结吧人的舌、必说话通快。
Isa 32:5 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
啬人不再称为大方。
Isa 32:6 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
心里想作罪孽、惯行亵渎的事、
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
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
无水可喝。
Isa 32:7 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
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
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
样行。
Isa 32:8 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
明事上、也必永存。
Isa 32:9 安逸的妇女阿、起来听我
的声音．无虑的女子阿、侧耳听
我的言语。
Isa 32:10 无虑的女子阿、再过一年
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
无果子〔或作禾稼〕可收。
Isa 32:11 安逸的妇女阿、要战兢．无
虑的女子阿、要受骚扰．脱去衣
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
Isa 32:12 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
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
Isa 32:13 荆棘蒺藜必长在我百姓的
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
切快乐的房屋上．
Isa 32:14 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
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
穴、作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
草场．
Isa 32:15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

第三十二章
Isa 32:1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

政．必有首领藉公平掌权。
Isa 32:2 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
暴雨的隐密处、又像河流在干旱
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
地。
a

Isa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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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Isa 32:16 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
33:14
公义要居在肥田。
来 12:29
Isa 32:17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
33:19
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 结 3:5
*:嘲笑
远。
Isa 32:18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
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
所。
Isa 32:19 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
必全然拆平。
Isa 32:20 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
驴的有福了。

第三十三章
Isa 33:1 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

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
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
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
人必以诡诈待你。
Isa 33:2 耶和华阿、求你施恩于我
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
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
们的拯救。
Isa 33:3 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
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
Isa 33:4 你们所掳的必被敛尽、好
像蚂蚱吃〔原文作敛〕尽禾稼．人
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
Isa 33:5 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
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
Isa 33:6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
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
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Isa 33:7 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
哀号．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
Isa 33:8 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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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约、藐视城邑、不顾人民。
Isa 33:9 地上悲哀衰残．利巴嫩羞
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珊和迦
密的树林凋残。
Isa 33:10 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
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
Isa 33:11 你们要怀的是糠秕．要生
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
己的火。
Isa 33:12 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
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
Isa 33:13 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
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
的大能。
Isa 33:14 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
敬虔的人被战兢抓住．我们中间
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
谁能与永火同住呢．
Isa 33:15 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
恶欺压的财利、摆手不受贿赂、
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
恶事的、
Isa 33:16 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
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
〔原文作赐给〕他的水必不断绝。
Isa 33:17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
见辽阔之地。
Isa 33:18 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
自问说、记数目的在那里呢．平
贡银的在那里呢．数戍楼的在哪
里呢．
Isa 33:19 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
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
呢喃*、你不能懂得的。
Isa 33:20 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节的
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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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
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Isa 33:21 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
34:4
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 申 4:19
耶 19:13
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 番 1:5
来 1:12
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启 6:14
Isa 33:22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34:6*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 创 36:33
赛 63:1
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 耶 49:13
摩 1:12
Isa 33:23 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
桅杆、也不能扬起篷来．那时许 34:11
利 11:17
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
34:16
物夺去了。
创 7:16
Isa 33:24 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第三十四章
Isa 34:1 列国阿、要近前来听．众民

哪、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
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
都应当听。
Isa 34:2 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忿恨、
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
尽、交出他们受杀戮。
Isa 34:3 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
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
Isa 34:4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
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
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Isa 34:5 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
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
诅的民、要施行审判。
Isa 34:6 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
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
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
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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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行杀戮。
Isa 34:7 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
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
的尘土因脂油肥润。
Isa 34:8 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
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
Isa 34:9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
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
的石油。
Isa 34:10 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
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
永远远无人经过。
Isa 34:11 鹈鹕、箭猪、却要得为业．
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
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
铊、拉在其上。
Isa 34:12 以东人要召贵胄来治国、
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
有。
Isa 34:13 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保
障要长蒺藜和刺草．要作龙a的
住处、鸵鸟的居所。
Isa 34:14 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
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
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
安歇之处。
Isa 34:15 箭蛇要在那里作窝、下蛋、
菢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鹞鹰、
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
Isa 34:16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
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
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
灵将他们聚集。
Isa 34:17 他也为他们拈阄、又亲手
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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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Isa 36:1 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

Isa 35:1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

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
花。
Isa 35:2 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
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迦密
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
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 神的
华美。
Isa 35:3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
无力的膝稳固。
Isa 35:4 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
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
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
应、他必来拯救你们。
Isa 35:5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
子的耳必开通。
Isa 35:6 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
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
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Isa 35:7 发光的沙、〔或作蜃楼〕要
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
源．在龙*躺卧之处、必有青草、
芦苇、和蒲草。
*
Isa 35:8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 、称
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
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
也不至失迷。
Isa 35:9 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
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
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
Isa 35:10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
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
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
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His Faith

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
坚固城、将城攻取。
申 8:15
耶 17:8
Isa 36:2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
该 1:11
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
35:5-6
赛 29:18 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
太 11:5
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太 15:30
约 2:23
Isa 36:3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
利亚敬、并书记舍伯那、和亚萨
35:7*
赛 34:13
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拉伯沙
尼 2:13
伯 30:29 基
。
耶 9:11
Isa 36:4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
35:8*
去告诉希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
士 5:6
赛 40:3
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
太 22:9
启 21:24 呢
。
35:8
Isa 36:5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
必...: 因他
必与他们 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
同行
靠谁、才背叛我呢。
36:1
Isa 36:6 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
王下
18:13
那压伤的苇杖、人若靠这杖、就
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
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Isa 36:7 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
和华我们的 神．希西家岂不是
将 神的邱坛、和祭坛废去、且
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
当在这坛前敬拜么。
Isa 36:8 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
王、我给你二千匹马、看你这一
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Isa 36:9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
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
及的战车马兵么。
Isa 36:10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么．耶和华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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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
罢。
Isa 36:11 以利亚敬、舍伯那、约亚、
37:1
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 王下 19:1
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
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
城上百姓的耳中。
Isa 36:12 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
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
话么、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
尿的人说么。
Isa 36:13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
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
亚述大王的话。
Isa 36:14 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希
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
Isa 36:15 也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倚
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
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Isa 36:16 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亚
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
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
己井里的水．
Isa 36:17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
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Isa 36:18 你们要谨防、恐怕希西家
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列国的神有那一个救他本国脱
离亚述王的手呢。
Isa 36:19 哈马和亚珥拔的神在那里
呢、西法瓦音的神在那里呢、他
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么。
Isa 36:20 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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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
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么。
Isa 36:21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
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
答他。
Isa 36:22 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
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亚萨的
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
到希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
告诉了他。

第三十七章
Isa 37:1 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

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Isa 37:2 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
舍伯那、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
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
以赛亚。
Isa 37:3 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
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
力量生产
Isa 37:4 或者耶和华你的
神、听
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
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 神的
话．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这话就
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
扬声祷告。
Isa 37:5 希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
以赛亚。
Isa 37:6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
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
话、不要惧怕。
Isa 37:7 我必惊动〔原文作使灵进
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
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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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37:19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

Isa 37:8 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

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
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
他。
Isa 37:20 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现
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有你是耶
和华。
Isa 37:21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
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
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
Isa 37:22 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
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Isa 37:23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
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
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Isa 37:24 你藉你的臣仆辱骂主、说、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
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
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
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
Isa 37:25 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
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
Isa 37:26 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
我早先所作的、古时所立的么、
现在藉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
堆。
Isa 37:27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
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
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
的禾稼、
Isa 37:28 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Isa 37:29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

述王攻打立拿．原来他早听见亚
述王拔营离开拉吉。
Isa 37:9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
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亚
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希
西家、吩咐他们说、
Isa 37:10 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此
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 神欺哄
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
王的手中。
Isa 37:11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
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
还能得救么。
Isa 37:12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
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
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
这些国呢。
Isa 37:13 哈马的王、亚珥拔的王、
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
王、都在那里呢。
Isa 37:14 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
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Isa 37:15 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Isa 37:16 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
和华以色列的 神阿、你、惟有
你、是天下万国的 神．你曾创
造天地。
Isa 37:17 耶和华阿、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阿、求你睁眼而看．要听
西拿基立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
者来辱骂永生 神的。
Isa 37:18 耶和华阿、亚述诸王果然
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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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
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
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
Isa 37:30 以色列人哪、我赐你们一
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Isa 37:31 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
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Isa 37:32 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
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
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
成就这事。
Isa 37:33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
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
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
也不筑垒攻城。
Isa 37:34 他从那条路来、必从那条
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
耶和华说的。
Isa 37:35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
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
这城。
Isa 37:36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
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
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Isa 37:37 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
回去、住在尼尼微。
Isa 37:38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
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
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
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
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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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Isa 38:1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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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
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
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
活了。
Isa 38:2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
耶和华说、
Isa 38:3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在
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信
实a行事、又作你眼中所看为善
的．希西家就痛哭了。
Isa 38:4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
Isa 38:5 你去告诉希西家说、耶和
华你祖大卫的 神如此说、我听
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
Isa 38:6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
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
Isa 38:7 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
我先给你一个兆头．
Isa 38:8 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
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于是前
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
了十度。
Isa 38:9 犹大王希西家患病已经痊
愈、就作诗说、
Isa 38:10 我说、正在我中年〔或作晌
午〕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
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
Isa 38:11 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
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
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Isa 38:12 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
好像牧人的帐棚一样．我将性命
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
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从早到晚、
a Isa 38:3 按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按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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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使我完结。
Isa 38:13 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
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
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Isa 38:14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
38:15
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 代下
32:25
眼睛困倦．耶和华阿、我受欺压、
38:17
求你为我作保。
伯 36:15
Isa 38:15 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 38:21
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 耶 24:2
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 39:1
代下
行。
32:31
Isa 38:16 主阿、人得存活、乃在乎
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
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
Isa 38:17 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
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
〔或作生命〕便救我脱离败坏的
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
你的背后。
Isa 38:18 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
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
望你的信实a．
Isa 38:19 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
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
必使儿女知道你的信实b。
Isa 38:20 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
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
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
Isa 38:21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
果饼来、贴在疮上、王必痊愈。
Isa 38:22 希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
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a Isa 38:18 你的信实 .;T#m!a&-la# 和合本译作你的
诚实
b Isa 38:19 你的信实 .;T#m!a&-la# 和合本译作你的
诚实

His Faith

793

第三十九章
Isa 39:1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但的

儿子米罗达巴拉但、听见希西家
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Isa 39:2 希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
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
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
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
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Isa 39:3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
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那里来见你．希西家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Isa 39:4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
看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
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
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Isa 39:5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
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Isa 39:6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
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
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Isa 39:7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
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
里当太监的。
Isa 39:8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
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
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第四十章
Isa 40:1 你们的

神说、你们要安
慰、安慰我的百姓。
Isa 40:2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他争战的日子已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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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
呢。
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
Isa 40:13 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
受罚。
〔或作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或作
40:3
Isa 40:3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
他的谋士指教他呢。
太 3:3
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有人 可 1:3 Isa 40:14 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
路 3:4
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 约 1:23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
漠地修平我们 神的道。
40:4-5 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路 3:5-6
Isa 40:4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
Isa 40:15 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
40:6-8
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
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
彼前 1:2425
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
Isa 40:5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Isa 40:16 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
40:22
创 1:6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作燔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Isa 40:17 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
Isa 40:6 有人声说、你喊叫罢．有一
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
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
Isa 40:18 你们究竟将谁比
神、用
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
什么形像与 神比较呢。
都像野地的花。
Isa 40:19 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
Isa 40:7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
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
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
Isa 40:20 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
是草。
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
Isa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
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我们 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Isa 40:21 你们岂不曾知道么、你们
Isa 40:9 报好信息给锡安的阿、你
岂不曾听见么、从起初岂没有人
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
告诉你们么、自从立地的根基、
的阿、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
你们岂没有明白么。
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
Isa 40:22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你们的 神。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
Isa 40:10 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
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
棚。
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Isa 40:23 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
Isa 40:11 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
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Isa 40:24 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或
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作不曾下同〕刚才种上、根也刚才
Isa 40:12 谁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
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
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
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
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陵
一样。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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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0:25 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

叫他与我相等呢。
Isa 40:26 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
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 41:1*
赛 11:11
其名．因他的权能、又因他的大 赛 42:4
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
41:2*
创 2:8
Isa 40:27 雅各阿、你为何说、我的
伯 1:3
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阿、 赛 24:15
太 2:2
你为何言、我的冤屈 神并不查 赛 43:5
亚 8:7
问。
Isa 40:28 你岂不曾知道么、你岂不
曾听见么、永在的 神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
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Isa 40:29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
的、他加力量．
Isa 40: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Isa 40: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
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
乏。

第四十一章
*

Isa 41:1 众海岛

阿、当在我面前静
默．众民当从新得力、都要近前
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
论。
*
Isa 41:2 谁从东方 兴起一人、凭公
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
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
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
碎秸交与他的弓。
Isa 41:3 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
的道、坦然前行。
Isa 41:4 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
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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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
Isa 41:5 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
也都战兢、就近前来。
Isa 41:6 他们各人帮助邻舍、各人
对弟兄说、壮胆罢。
Isa 41:7 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
的勉励打砧的、论焊工说、焊得
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
摇。
Isa 41:8 惟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
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
的后裔、
Isa 41:9 你是我从地极所领〔原文作
抓〕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
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
你并不弃绝你。
Isa 41:10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
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
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Isa 41:11 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抱愧
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
并要灭亡。
Isa 41:12 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
也找不着．与你争战的、必如无
有、成为虚无。
Isa 41:13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
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
害怕、我必帮助你。
Isa 41:14 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
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
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
色列的圣者。
Isa 41:15 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
齿打粮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
得粉碎、使冈陵如同糠秕。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一章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一章
Isa 41:16 你要把他簸扬、风要吹去、

旋风要把他刮散．你倒要以耶和
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
耀。
Isa 41:17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
42:1
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 太 3:17
太 12:18
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 神
42:4
必不离弃他们。
赛 41:1
太 12:21
Isa 41:18 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
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
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
Isa 41:19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
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
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
杨树一同栽植．
Isa 41:20 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
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作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Isa 41:21 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
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
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
Isa 41:22 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
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
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
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
Isa 41:23 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
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
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Isa 41:24 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
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
们的是可憎恶的。
Isa 41:25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
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
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
仿佛窑匠踹泥一样。
Isa 41:26 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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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
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
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
们的话。
Isa 41:27 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哪、
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
路撒冷。
Isa 41:28 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
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
可以回答一句。
Isa 41:29 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
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
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

第四十二章
Isa 42:1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

所拣选、魂里a所喜悦的、我已将
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
外邦。
Isa 42:2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
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Isa 42:3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
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信实b
将公理传开。
Isa 42:4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
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
他的训诲。
Isa 42:5 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
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
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
上之人的 神耶和华、他如此说、
Isa 42:6 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
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
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作外
邦人的光、
a Isa 42:1 魂里 yv!p=n~ 和合本译作心里
b Isa 42:3 凭信实 tm#a$l# 和合本译作凭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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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2:7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

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
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
Isa 42:8 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
华的仆人呢。
43:1*
l=a^g+: Isa 42:20 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 ;yT!
．
我向你尽
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至亲的本 耳朵开通却不听见。
份;
Isa 42:9 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得 3:13
Isa 42:21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
弗 2:13
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
喜欢使律法〔或作训诲〕为大、为
43:3*
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尊。
;r+p=k* : 你
的遮盖
(如
Isa 42:10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
Isa 42:22 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
松香遮盖
方舟)
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
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
参看:
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
们作掠物、无人拯救、作掳物、
创 6:14
Isa 42:11 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
无人说交还。
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西
Isa 42:23 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
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
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
Isa 42:12 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Isa 42:24 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
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
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
Isa 42:13 耶和华必像勇士出去、必
耶和华么、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
像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
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
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听从他的训诲．
Isa 42:14 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
Isa 42:25 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
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
争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
我要急气而喘哮。
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
Isa 42:15 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
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
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
第四十三章
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
Isa 43:1 雅各阿、创造你的耶和华、
Isa 42:16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
以色列阿、造成你的那位、现在
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
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
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
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
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
是属我的。
弃他们。
Isa 43:2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
Isa 42:17 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
同在．你蹚过江河、水必不漫过
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
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人要退后、全然蒙羞。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Isa 42:18 你们这耳聋的听罢．你们
Isa 43:3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这眼瞎的看罢．使你们能看见。
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
Isa 42:19 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
经使埃及作你的赎价*、使古实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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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巴代替你。
Isa 43:4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
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
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43:5
Isa 43:5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
亚 8:7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 太 2:2
43:6
西方招聚你。
*耶 1:14
*
Isa 43:6 我要对北方 说、交出来．对 赛 30:6
6:6
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 亚
启 6:8
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
43:11
约 20:31
领回、
徒 4:12
Isa 43:7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徒 5:42
9:22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 徒
徒 17:3
徒 18:5
所作成、所造作的。
徒 18:28
Isa 43:8 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
约一 2:22
约一 5:1
聋的民都带出来。
43:20*
Isa 43:9 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
赛 34:13
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 和合本译
作野狗,参
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 看:
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 尼 2:13
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
Isa 43:10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
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
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
神、〔真原文作造作的〕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Isa 43:11 惟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
外没有救主。
Isa 43:12 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
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
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
见证、我也是 神。
Isa 43:13 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
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
要行事、谁能阻止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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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3:14 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

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
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迦勒底人如逃民、都
坐自己原来所矜夸的船a下来。
Isa 43:15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
Isa 43:16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
大水中开路．
Isa 43:17 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
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
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
Isa 43:18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
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
的事。
Isa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么．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
河。
*
Isa 43:20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龙
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
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
姓我的选民喝。
Isa 43:21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Isa 43:22 雅各阿、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阿、你倒厌烦我。
Isa 43:23 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
作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
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
因乳香使你厌烦。
Isa 43:24 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
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
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
你的罪孽厌烦。
a Isa 43:14自己原来所矜夸的船 .<t*N`r] toYn]a(B* 和
合本译作自己喜乐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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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4:8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

你的过犯、我也不记念你的罪恶。
Isa 43:26 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
44:6
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 启 1:8
自显为义。
Isa 43:27 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傅
违背我。
Isa 43:28 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
辱骂。

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
你们么、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岂有真神么、诚然没
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
Isa 44:9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
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
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
晓、他们便觉羞愧。
Isa 44:10 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
偶像。
Isa 44:11 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
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
愧。
Isa 44:12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
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
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
倦。
Isa 44:13 木匠拉线、用笔划出样子．
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划了模
样、仿照人的体态、作成人形、
好住在房屋中。
Isa 44:14 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
〔或作青桐〕树和橡树、在树林中
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
养、
Isa 44:15 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
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
且作神像跪拜、作雕刻的偶像向
他叩拜。
Isa 44:16 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
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阿哈、
我暖和了、我见火了。
Isa 44:17 他用剩下的作了一神、就
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

第四十四章
Isa 44:1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

的以色列阿、现在你当听。
Isa 44:2 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
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书
仑哪、不要害怕．
Isa 44:3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
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
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
浇灌你的子孙。
Isa 44:4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
水旁的柳树。
Isa 44:5 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
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
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或
作在手上写归耶和华〕并自称为以
色列。
Isa 44: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
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
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Isa 44:7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
能像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
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
必成的事说明。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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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Isa 44:18 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 45:7
哀 3:38
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
45:8
Isa 44:19 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 赛 26:18
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
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
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
我岂要作可憎的物么．我岂可向
木桩子叩拜呢。
Isa 44:20 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
使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
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么。
Isa 44:21 雅各、以色列阿、你是我
的仆人、要记念这些事．以色列
阿、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
不忘记你。
Isa 44:22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
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
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
赎了你。
Isa 44:23 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
耶和华作成这事．地的深处阿、
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
以色列荣耀自己。
Isa 44:24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
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
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
Isa 44:25 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
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
他的知识变为愚拙。
Isa 44:26 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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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
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
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
也必兴起。
Isa 44:27 对深渊说、你干了罢．我
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
Isa 44:28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
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第四十五章
Isa 45:1 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我

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
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Isa 45:2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
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
闩。
Isa 45:3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
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
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Isa 45:4 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
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
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
Isa 45:5 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
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
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
腰、
Isa 45:6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
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
有别神。
Isa 45:7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
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
和华。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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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5:17 惟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

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
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
华所造的。
45:15
Isa 45:9 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
伯 26:14
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 约 21:25
瓦片．泥土岂可对抟弄他的说、 45:18*
创 1:2
你作什么呢．所作的物岂可说、
45:23
你没有手呢。
罗 14:11
Isa 45:10 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
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原文作
妇人〕说、你产的是什么呢。
Isa 45:11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
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
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
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
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
Isa 45:12 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
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
我所命定的。
Isa 45:13 我凭公义兴起他、又要修
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
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
华说的。
Isa 45:14 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
得来的、和古实的货物必归你、
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
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
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
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
神、再没有别的 神。
Isa 45:15 救主以色列的
神阿、你
实在是自隐的 神。
Isa 45:16 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抱愧
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
蒙羞、也不抱愧、直到永世无尽。
Isa 45:18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
成全大地的 神、他创造坚定大
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
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
没有别神。
Isa 45:19 我没有在隐密黑暗之地说
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
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
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
Isa 45:20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
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
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
知识。
Isa 45:21 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
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
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么、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 神．我是
公义的 神、又是救主、除了我
以外、再没有别神。
Isa 45:22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
必得救．因为我是 神、再没有
别神。
Isa 45:23 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
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回、万
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
Isa 45:24 人论我说、公义、能力、惟
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
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
Isa 45:25 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
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

第四十六章
Isa 46:1 彼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

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
His Faith

801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六章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六章

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
乏。
Isa 46:2 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
47:6
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
耶 13:6
Isa 46:3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
47:9
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 启 18:8
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
怀搋。
Isa 46:4 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搋。我已
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
必拯救。
Isa 46:5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
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
同呢。
Isa 46:6 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
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
他们又俯伏、又叩拜。
Isa 46:7 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
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
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
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Isa 46:8 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作
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里思
想。
Isa 46:9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
为我是 神、并无别神、我是
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Isa 46:10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
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
必成就。
Isa 46:11 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
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
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
必作成。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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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6:12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

公义的、当听我言．
Isa 46:13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
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
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
救恩。

第四十七章
Isa 47:1 巴比伦的处女阿、下来坐

在尘埃、迦勒底的闺女阿、没有
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
称为柔弱娇嫩的。
Isa 47:2 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
去长衣、露腿蹚河。
Isa 47:3 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
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
不宽容。
Isa 47:4 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Isa 47:5 迦勒底的闺女阿、你要默
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
称为列国的主母。
Isa 47:6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
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
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
轭加在老年人身上。
Isa 47:7 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
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
思想这事的结局。
Isa 47:8 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
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
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
Isa 47:9 那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
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
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
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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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
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
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Isa 47:11 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
47:14
不知何时发现．〔何时发现或作如 士 9:20
何驱逐〕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 48:12
约 4:26
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 来 12:2
启 1:8
必忽然临到你身。
启 2:8
Isa 47:12 站起来罢、用你从幼年劳 启 21:6
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
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胜。
Isa 47:13 你筹划太多、以至疲倦．
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
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
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Isa 47:14 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
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
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
在其前的火。
Isa 47:15 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
与你无益．从幼年与你贸易的、
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

Isa 48:4 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

第四十八章
Isa 48:1 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

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
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
以色列的 神、却不凭信实a、不
凭公义。
Isa 48:2（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
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
Isa 48:3 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
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
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

b Isa 48:12 我就是他 aWh-yn]a& 和合本译作我是耶
和华

a Isa 48:1 凭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凭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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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
铜的、
Isa 48:5 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
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
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
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
像所命定的。
Isa 48:6 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
这一切、你不说明么、从今以后、
我将新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
密事、指示你。
Isa 48:7 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
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
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
道了。
Isa 48:8 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
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
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
来、便称为悖逆的。
Isa 48:9 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
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
除。
Isa 48:10 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
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
Isa 48:11 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
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Isa 48:12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
阿、当听我言．我就是他b、我是
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Isa 48:13 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
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
Isa 48:14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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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

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
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
在迦勒底人身上。
Isa 48:15 惟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
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48:20
赛 52:11
Isa 48:16 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 启 18:4
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密处说话、 49:7
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 太 13:55
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 49:8

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
亮的箭、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Isa 49:3 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
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
Isa 49:4 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
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
理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
在我 神那里。
Isa 49:5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
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
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
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 神也成
为我的力量）
Isa 49:6 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
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
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
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Isa 49:7 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
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
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
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
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
以色列的圣者。
Isa 49:8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
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
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
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
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
业。
Isa 49:9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
罢．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罢．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
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Isa 49:10 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

〔或作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

林后 6:2

Isa 48:17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

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
的 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
导你所当行的路。
Isa 48:18 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
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
如海浪。
Isa 48:19 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
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
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剪除、也不灭
绝。
Isa 48:20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
迦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
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
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
Isa 48:21 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
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
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
Isa 48:22 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
安。

第四十九章
Isa 49:1 众海岛阿、当听我言．远方

的众民哪、留心而听．自我出胎、
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
就提我的名。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四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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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Isa 49:11 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
49:25
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太 12:29
Isa 49:12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
可 3:27
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 路 11:21
国来。〔秦原文作希尼〕
Isa 49:13 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
阿、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
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
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Isa 49:14 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
Isa 49:15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
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
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Isa 49:16 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
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
Isa 49:17 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
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
出去。
Isa 49:18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
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
他们为妆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
束腰、像新妇一样。
Isa 49:19 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
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
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
Isa 49:20 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
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
你给我地方居住。
Isa 49:21 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
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
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
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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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呢。
Isa 49:22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
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
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
的众女肩上扛来。
Isa 49:23 列王必作你的养父、王后
必作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
向你下拜、并餂你脚上的尘土．
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
必不至羞愧。
Isa 49:24 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
掳掠的岂能解救么。
Isa 49:25 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
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
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
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
的儿女。
Isa 49:26 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
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
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
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第五十章
Isa 50:1 耶和华如此说、我休你们

的母亲、休书在那里呢．我将你
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
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
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
Isa 50:2 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
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
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
能救赎么．我岂无拯救之力么．
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
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
无水腥臭、干渴而死。
Isa 50:3 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五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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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麻布为遮盖。
Isa 50:4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
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
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
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
样。
50:6
Isa 50:5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太 5:39
路 24:44
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
Isa 50:6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 51:6
太 24:35
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
51:9
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诗 74:13
Isa 50:7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
51:10
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出 14:16
尼 9:11
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诗 66:6
来 11:29
Isa 50:8 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
书 3:17
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 王下 2:8
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
Isa 50:9 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
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
旧了、为蛀虫所咬。
Isa 50:10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
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
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
名、仗赖自己的 神。
Isa 50:11 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
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
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
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第五十一章
Isa 51:1 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

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
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
Isa 51:2 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
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
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
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五十一章

Isa 51:3 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

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
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
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
的声音。
Isa 51:4 我的百姓阿、要向我留心．
我的国民哪、要向我侧耳．因为
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
公理为万民之光。
Isa 51:5 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
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
岛都要等候我、倚赖我的膀臂。
Isa 51:6 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
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
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
也要如此死亡．〔如此死亡或作像
蠓虫死亡〕惟有我的救恩永远长
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Isa 51:7 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
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
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
Isa 51:8 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
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
羊绒．惟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
我的救恩直到万代。
Isa 51:9 耶和华的膀臂阿、兴起、兴
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
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
前砍碎拉哈伯、刺透龙a的、不是
你么。
Isa 51:10 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
海的深处变为赎民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么。
Isa 51:11 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
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
a Isa 51:9 龙 ./yN]T^ 和合本译作大鱼,参看 Isa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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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Isa 51:12 惟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
要变如草的世人．
Isa 51:13 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
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
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
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那里
呢。
Isa 51:14 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
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至缺
乏。
Isa 51:15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搅
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匉訇．万
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
Isa 51:16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
的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
的百姓。
Isa 51:17 耶路撒冷阿、兴起、兴起、
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
忿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
的爵、以至喝尽。
Isa 51:18 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
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
没有一个搀扶他的。
Isa 51:19 荒凉、毁灭、饥荒、刀兵、
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
如何能安慰你呢。
Isa 51:20 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
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
都满了耶和华的忿怒、你 神的
斥责。
Isa 51:21 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
而醉的、要听我言．
His Faith

Isa 51:22 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

百姓辨屈的 神、如此说、看哪、
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
51:15
是我忿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
匉訇:音烹
轰意大声 你必不至再喝。
Isa 51:23 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
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
身、由我们践踏过去罢．你便以
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

第五十二章
Isa 52:1 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

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阿、穿
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
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
你中间。
Isa 52:2 耶路撒冷阿、要抖下尘土．
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
哪、〔居民原文作女子〕要解开你
颈项的锁链。
Isa 52:3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
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
Isa 52:4 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
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
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
Isa 52:5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
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作什
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
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
Isa 52:6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
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
就是我．看哪、是我。
Isa 52:7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
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 神
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Isa 52:8 听阿、你守望之人的声音．
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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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
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
亲眼看见。
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
52:11
Isa 52:9 耶路撒冷的荒场阿、要发
不尊重他。
林后 6:17
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 启 18:4 Isa 53:4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 52:13-15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
路 24:44
冷。
受责罚、被 神击打苦待了。
52:15
Isa 52:10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 罗 15:21 Isa 53:5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 神的 53:1-12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
路 24:44 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
救恩了。
Isa 52:11 你们离开罢、离开罢、从巴 53:1
们得医治。
约 12:38
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Isa 53: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
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 53:6
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
太 10:6
器皿的人哪、务要自洁。
孽都归在他身上。
53:7
Isa 52:12 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 太 27:14 Isa 53:7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
-31
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
却不开口．〔或作他受欺压却自卑
53:9
前头行．以色列的 神必作你们 太 27:60 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
的后盾。
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53:11
担当罪孽:
Isa 52:13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出 28:38
〔或作行事通达〕必被高举上升、 利 5:1
Isa 53:8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
利 5:17
且成为至高。
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
利 7:18
利
10:17
Isa 52:14 许多人因他〔原文作你〕惊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
利 16:22
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 民 14:33 的罪过呢。
结 4:4-6
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Isa 53:9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
来 9:28
Isa 52:15 这样、他必洗净〔或作鼓
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53:12
太
27:38
动〕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路 22:37
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 路 23:33 Isa 53:10 耶和华却定意〔或作喜
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
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
第五十三章
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
Isa 53:1 我们所传的、〔或作所传与我
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们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
必在他手中亨通。
向谁显露呢。
Isa 53:11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Isa 53:2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
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
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
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
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
当他们的罪孽。
貌使我们羡慕他。
Isa 53:12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
Isa 53:3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五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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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
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
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第五十四章
Isa 54:1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

54:1

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 加 4:27
路 23:29
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 赛 66:7
*太 24:8
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54:5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何 2:16
Isa 54:2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
55:1
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 太 13:44
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55:2
约 6:27
Isa 54:3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
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Isa 54:4 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
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
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
记念你寡居的羞辱。
Isa 54:5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
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
全地之 神。
Isa 54:6 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
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
弃的妻．这是你 神所说的。
Isa 54:7 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
施大恩将你收回。
Isa 54:8 我的怒气涨溢、顷刻之间
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
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
的。
Isa 54:9 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
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
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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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怒、也不斥责你。
Isa 54:10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
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
你的耶和华说的。
Isa 54:11 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
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
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
Isa 54:12 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
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
四围的边界。〔或作外郭〕
Isa 54:13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
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Isa 54:14 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
离欺压、不至害怕．你必远离惊
吓、惊吓必不临近你。
Isa 54:15 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
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仆
倒。〔因你仆倒或作投降你〕
Isa 54:16 吹嘘炭火、打造合用器械
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
灭的、也是我所造。
Isa 54:17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
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
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
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
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五十五章
Isa 55:1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

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
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
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Isa 55:2 你们为何花钱〔原文作平
银〕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
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
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五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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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Isa 55:3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
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
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55:3
Isa 55:4 我已立他作万民的见证、
约 5:25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55:4
徒 2:36
Isa 55:5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
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 55:6
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 诗 32:6
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
耀你。
Isa 55:6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Isa 55:7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
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
当归向我们的 神、因为 神必
广行赦免。
Isa 55: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
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
们的道路。
Isa 55: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
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
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Isa 55:10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Isa 55:11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
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发他去成就或作所命定〕必然亨
通。
Isa 55:12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
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
也都拍掌。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五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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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5:13 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

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
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
除。

第五十六章
Isa 56:1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

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
我的公义将要显现。
Isa 56:2 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
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
持守的人、便为有福。
Isa 56:3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
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
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
枯树。
Isa 56:4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
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
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
Isa 56:5 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
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
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
名、不能剪除。
Isa 56:6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
外邦人、要事奉他、要爱耶和华
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
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
作我〕约的人．
Isa 56:7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
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
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
祷告的殿。
Isa 56:8 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
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
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
们。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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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7:9 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

林中的诸兽、也要如此。
Isa 56:10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
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
唤．但知作梦、躺卧、贪睡。
*
Isa 56:11 这些狗 贪食、不知饱足．
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行己
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
Isa 56:12 他们说、来罢、我去拿酒、
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
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

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
卑自贱直到阴间。
Isa 57:10 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
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
所以不觉疲惫。
Isa 57:11 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
不记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
我么。
Isa 57:12 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
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益。
Isa 57:13 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
集的拯救你罢．风要把他们刮散．
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
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
山为业。
Isa 57:14 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
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
姓的路中除掉。
Isa 57:15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
存、〔原文作住在永远〕名为圣者
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
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
人的心苏醒。
Isa 57:16 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
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
都必发昏。
Isa 57:17 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
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
却仍然随心背道。
Isa 57:18 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
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
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
Isa 57:19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

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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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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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7:1 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 57:3

耶 5:7

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 结 16:30
结 23:44
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
57:7*
Isa 57:2 他们得享〔原文作进入〕平
创 47:31
王上 1:47
安、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坟里
来 13:4
〔原文作床上〕安歇。
启 2:22
何 4:14
Isa 57:3 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
林前 6:15
路 15:30
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
57:19
Isa 57:4 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
来 13:15
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
虚谎的种类呢．
Isa 57:5 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
翠树下欲火攻心．在山谷间、在
石穴下杀了儿女。
Isa 57:6 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
分．这些就是你所得的分．你也
向他浇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
事我岂能容忍么。
Isa 57:7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
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
Isa 57:8 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
你的记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
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
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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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泰归与远处的人、也归与近
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
耶和华说的。
Isa 57:20 惟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
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 58:3
利 16:29
秽和淤泥来。
58:5
Isa 57:21 我的
神说、恶人必不得 太 6:16
平安。
58:7

第五十八章

太 25:35

Isa 58:1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

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
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
们的罪恶。
Isa 58:2 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
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
离弃他们 神的典章、向我求问
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 神。
Isa 58:3 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
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
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
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
作苦工。
Isa 58:4 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
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
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Isa 58:5 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
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么．岂是叫
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
在他以下么．你这可称为禁食为
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么。
Isa 58:6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
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
轭么。
Isa 58:7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
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五十八章

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
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
Isa 58:8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
早晨的光．你的救恩〔或作痊
愈〕、要速速发出如生长的芽a．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
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Isa 58:9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
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摘
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
Isa 58:10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
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
正午．
Isa 58:11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
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
水流不绝的泉源。
Isa 58:12 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
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
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Isa 58:13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或作
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
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
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
话、
Isa 58:14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
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
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
华亲口说的。
a Isa 58:8 你的救恩... jm*x=t! hr`h@m= ;t=k*r|a&w~ 和合
本译作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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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9:11 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鸽．

第五十九章
Isa 59:1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59:2

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 西 1:21
约 9:31
听见．
Isa 59:2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
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
听你们。
Isa 59:3 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
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
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
Isa 59:4 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
人凭信实a辨白．都倚靠虚妄、说
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
罪孽．
Isa 59:5 他们菢毒蛇蛋、结蜘蛛网．
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
蝮蛇．
Isa 59:6 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
所作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
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作的都是
强暴。
Isa 59:7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
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
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
Isa 59:8 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
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
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
知道平安。
Isa 59:9 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
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
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
Isa 59:10 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
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
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
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
a Isa 59:4 凭信实 hn`Wma$B# 和合本译作凭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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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
却远离我们。
Isa 59:12 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
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
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
知道．
Isa 59:13 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
转去不跟从我们的 神、说欺压
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
出。
Isa 59:14 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
站在远处．信实b在街上仆倒、正
直也不得进入。
c
Isa 59:15 信实不见了 ．离恶的人反
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
公平、甚不喜悦。
Isa 59:16 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
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
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Isa 59:17 他以公义为铠甲、〔或作护
心镜〕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
衣服、以热心为外袍。
Isa 59:18 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
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
众海岛施行报应。
Isa 59:19 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
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
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
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
气所驱逐的。
Isa 59:20 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
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b Isa 59:14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c Isa 59:15 信实不见了 tr\D\u=n\ tm#a$h* yh!T=w~ 和合本
译作诚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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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9:21 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

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
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
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
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
和华说的。

第六十章
Isa 60:1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

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
你．
Isa 60:2 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
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
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Isa 60:3 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
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
Isa 60:4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
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
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
来。
Isa 60:5 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
心又跳动、又宽畅．因为大海丰
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
宝、也必来归你．
Isa 60:6 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
法的独峰驼、必遮满你．示巴的
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
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Isa 60:7 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
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
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
耀我荣耀的殿。
Isa 60:8 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
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
Isa 60:9 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
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
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六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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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耶和华你 神的名、又为以色
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Isa 60:10 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
他们的王必服事你．我曾发怒击
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恤你．
Isa 60:11 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
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
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Isa 60:12 哪一邦哪一国不事奉你、
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
Isa 60:13 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
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
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
我脚踏之处得荣耀。
Isa 60:14 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
都必屈身来就你．藐视你的、都
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
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
安。
Isa 60:15 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
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
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
Isa 60:16 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
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
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
的大能者。
Isa 60:17 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
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
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
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
Isa 60:18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
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
赞美。
Isa 60:19 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
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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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要作你永远的光、你 神要为
你的荣耀．
Isa 60:20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
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
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
毕了。
Isa 60:21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
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
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
Isa 60:22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
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
按定期速成这事。

第六十一章
Isa 61: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
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
牢．
Isa 61:2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
们 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
哀的人．
Isa 61:3 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
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
叫他得荣耀。
Isa 61:4 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
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
凉之城。
Isa 61:5 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
们的羊群、外邦人必作你们耕种
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
Isa 61:6 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
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 神的仆
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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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的荣耀自夸。
Isa 61:7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
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
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
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与你
们．〔原文作他们〕
Isa 61:8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
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
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
Isa 61:9 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
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
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
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Isa 61:10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
的心靠 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
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
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
妇佩戴妆饰。
Isa 61:11 田地怎样使百谷发芽、园
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
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
发出。

第六十二章
Isa 62:1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

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
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
灯发亮．
Isa 62:2 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
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
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Isa 62:3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
华冠、在你 神的掌上必作为冕
旒。
Isa 62:4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
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
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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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归他．
Isa 62:5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
62:10
众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 约 10:7
悦新妇、你的 神也要照样喜悦 63:1*
赛 34:6
你。
63:3
Isa 62:6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
启 19:13
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
Isa 62:7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
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
上成为可赞美的。
Isa 62:8 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
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
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作食物、外
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
酒．
Isa 62:9 惟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
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
的院内喝。
Isa 62:10 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
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捡
去石头．为万民竖立大旗。
Isa 62:11 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
极、对锡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
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
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Isa 62:12 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
和华的赎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
不撇弃的城。

第六十三章
*

Isa 63:1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

来、穿
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
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
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
Isa 63:2 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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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为何像踹酒醡的呢．
Isa 63:3 我独自踹酒醡．众民中无
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
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
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
一切的衣裳．
Isa 63:4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
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
Isa 63:5 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
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
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
我扶持．
Isa 63:6 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
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
地上。
Isa 63:7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
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
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
恩是照他的怜恤和丰盛的慈爱
赐给他们的。
Isa 63:8 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
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
就作了他们的救主．
Isa 63:9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
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
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
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
怀搋他们。
Isa 63:10 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
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
自攻击他们．
Isa 63:11 那时、他们〔原文作他〕想
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
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
里领上来的、在那里呢．将他的
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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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
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
Isa 63:13 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
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绊跌的、 64:6
太 5:20
在那里呢。
65:1
Isa 63:14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罗 10:20
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 65:2
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 罗 10:21
的名。
Isa 63:15 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
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
你大能的作为在那里呢．你爱慕
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
Isa 63:16 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
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
们的父．耶和华阿、你是我们的
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
的救赎主。
Isa 63:17 耶和华阿、你为何使我们
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
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
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
Isa 63:18 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
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
所。
Isa 63:19 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
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Isa 64:1 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

面前震动、
Isa 64:2 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
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
Isa 64:3 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
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
His Faith

前震动。
Isa 64:4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
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
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Isa 64:5 你迎接那欢喜行义记念你
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
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么．
Isa 64:6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
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
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
像风把我们吹去．
Isa 64:7 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
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
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
Isa 64:8 耶和华阿、现在你仍是我
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Isa 64:9 耶和华阿、求你不要大发
震怒、也不要永远记念罪孽．求
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Isa 64:10 你的圣邑变为旷野、锡安
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
Isa 64:11 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
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
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
废。
Isa 64:12 耶和华阿、有这些事、你
还忍得住么．你仍静默使我们深
受苦难么。

Isa 65:1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

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
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
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Isa 65:2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
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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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
Isa 65:3 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
在园中献祭、在坛〔原文作砖〕上 65:15
*启 3:12
烧香．
赛 62:2
何 2:16
Isa 65:4 在坟墓间坐着、在隐密处
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 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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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之物作的汤．
65:17
Isa 65:5 且对人说、你站开罢、不要 启 21:1
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 65:19
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 启 21:4
着的火．
Isa 65:6-7 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
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
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
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
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
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
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Isa 65:8 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
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
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
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
灭．
Isa 65:9 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
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
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
里居住．
Isa 65:10 沙仑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
亚割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
为寻求我的民所得。
Isa 65:11 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
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
〔原文作桌子〕给天命盛满调和
酒的．
Isa 65:12 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
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

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
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Isa 65:13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
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
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
Isa 65:14 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
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
里忧伤哀号。
Isa 65:15 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
我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
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
Isa 65:16 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
的、必凭阿们a的 神求福．在地
上起誓的、必指阿们的 神起誓．
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
我眼前隐藏了。
Isa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
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
Isa 65:18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
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
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Isa 65: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
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
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
Isa 65:20 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
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
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
的罪人算被咒诅。
Isa 65:21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
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Isa 65:22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
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
a Isa 65:16 阿们 /m@a* 和合本译作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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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
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
用．
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
Isa 65:23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
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65:25
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 创 1:30 Isa 66:5 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兢的
赛 11:7
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
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
66:1
也是如此。
太 5:34-35 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
Isa 65:24 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
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
66:2
诗
34:18
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
诗 51:17
Isa 65:25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 诗 57:15 究竟是他们。
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 66:7
Isa 66:6 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
路 23:29
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 加 4:27 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
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 弥 4:10 敌施行报应的声音。
的。
Isa 66:7 锡安未曾劬劳、就生产．未
觉疼痛、就生出男孩。
第六十六章
Isa 66:8 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
Isa 66:1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
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劬劳、便
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
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
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
谁曾看见呢。
的地方呢。
Isa 66:9 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
Isa 66:2 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
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 神说、
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
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闭胎不
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
生呢。
而战兢的人。〔虚心原文作贫穷〕
Isa 66:10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
Isa 66:3 宰牛的好像杀人．献羊羔
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
的好像打折狗项．献供物的好像
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
献猪血．烧乳香的好像称颂偶像。
Isa 66:11 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
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
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
悦行可憎恶的事．a
犹如挤奶、满心喜乐。
Isa 66:4 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
Isa 66:12 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
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
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
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
a Isa 66:3 宰牛
们要从中享受．〔原文作咂〕你们
bl#K# [r}u) hC#h^ j~b@oz vya!-hK@m^ roVh^ fj@ov
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
/w\a* Er}b*m= hn`b)l= ryK!z+m^ ryz]j&-<D~ hj*n+m! hl@u&m^
<v*p=n~ <h#yx@WQv!b=W <h#yk@r+d~B= Wrj&B* hM*h@-<G~
Isa 66:13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
.hx*p@j*
和合本译作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 献羊羔
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或
好像打折狗项 献供物好像献猪血 烧乳香好像
作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称颂偶像 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行
...

．

．

。

．

、

可憎恶的事．

His Faith

819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六十六章

以赛亚书 (赛) Isa 第六十六章
Isa 66:14 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

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
Isa 66:22 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
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
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
样长存。
Isa 66:23 每逢他的月朔、和他的安
息日b、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
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
Isa 66:24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
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
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
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
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
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
敌发恼恨。
Isa 66:15 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
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
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
Isa 66:16 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
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
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Isa 66:17 那些自己分别为圣、自己
洁净自己的a、进入园内跟在其
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
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
这是耶和华说的。
Isa 66:18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
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
万族〔族原文作舌〕聚来．看见我
的荣耀。
Isa 66:19 我要显神迹〔或作记号〕在
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
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弓的
路德、和土巴、雅完、并素来没
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
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
传扬在列国中。
Isa 66:20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
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
车、坐轿、骑骡子、骑独峰驼、到
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
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
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
中．这是耶和华说的。
Isa 66:21 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

b Isa 66:23每逢... w{TB^v^B= tB*v^ yD}m!W w{vd+j*B=
vd\j)-yD}m! hy`h*w+ 和合本译作每逢月朔、安息日

a Isa 66:17 那些... <yr]h&F^M!h^w+ <yv!D+q~t=M!h^ 和合本
译作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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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Jer 1:1 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

1:1
结 1:3

见一根杏*树枝。
Jer 1:12 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
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
得成就。
Jer 1:13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
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
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
Jer 1:14 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
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
民。
Jer 1:15 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
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
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
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
城邑。
Jer 1:16 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
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
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
攻击他们。
Jer 1:17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
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
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
们面前惊惶。
Jer 1:18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
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
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
众民反对。
Jer 1:19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
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
1:2
王下 22:1
在下面。
*: 可能是
Jer 1:2 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
629 BC
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 1:3
*: 可能是
耶利米。
586 BC
Jer 1:3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
1:5
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 赛 44:2
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1:6
4:10
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 出
王上 3:7
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 1:9
出 4:12
临到耶利米。
申 18:18
Jer 1:4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 太 10:19
路 12:12
我、说、
Jer 1:5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 1:10
太 21:44
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 伯 5:18
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1:11*
民 17:8
Jer 1:6 我就说、主耶和华阿、我不 摩 7:8
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Jer 1:7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
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
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
么话、你都要说。
Jer 1:8 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
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
说的。
Jer 1:9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第二章
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Jer 2: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Jer 1:10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
Jer 2:2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
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
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
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
Jer 1:1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
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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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记得。
Jer 2:3 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
作为土产初熟的果子．凡吞吃他 2:21
太 21:33
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
2:13
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 17:13
Jer 2:4 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阿、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Jer 2:5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
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
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
Jer 2:6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
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
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
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
华在那里呢。
Jer 2:7 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
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
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
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
Jer 2:8 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那里
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
官长违背我、先知藉巴力说预言、
随从无益的神。
Jer 2:9 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
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
Jer 2:10 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察
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
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
Jer 2:11 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么、
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
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
Jer 2:12 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
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
的。
Jer 2:13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
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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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
水的池子。
Jer 2:14 以色列是仆人么．是家中
生的奴仆么．为何成为掠物呢。
Jer 2:15 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
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
焚烧、无人居住。
Jer 2:16 挪弗人和答比匿人、也打
破你的头顶．
Jer 2:17 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
自招的么．不是因耶和华你 神
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么。
Jer 2:18 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
要喝西曷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
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
Jer 2:19 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
背道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
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 神、不
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
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Jer 2:20 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
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事奉
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
青翠树下、屈身行淫。〔或作我在
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就说
我必不事奉别神谁知你在各高冈上各
青翠树下仍屈身行淫〕
Jer 2:21 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

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
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Jer 2:22 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
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
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Jer 2:23 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
有随从众巴力．你看你谷中的路、
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
的独峰驼、狂奔乱走．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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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24 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

Jer 2:34 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

发动就吸风．起性的时候、谁能
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
至疲乏．在他的月分、必能寻见。
Jer 2:25 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
2:28*
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 启 18:4
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
Jer 2:26 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
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
先知、也都照样羞愧．
Jer 2:27 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
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
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
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
我们。
Jer 2:28 你为自己作的神在那里呢．
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
拯救你罢。犹大阿、你神的数目、
与你城*的数目相等。
Jer 2:29 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
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
Jer 2:30 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
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
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
害的狮子。
Jer 2:31 这世代的人哪、你们要看
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作
旷野呢．或作幽暗之地呢．我的
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
不归向你了。
Jer 2:32 处女岂能忘记他的妆饰呢、
新妇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我的
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Jer 2:33 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
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
也叫他们行你的路。

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
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
Jer 2:35 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
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我
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
罪。
Jer 2:36 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
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
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
Jer 2:37 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
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
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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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Jer 3:1 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

而去、作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
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
岂不是大大玷污了么．但你和许
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2 你向净光的高处举目观看．
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
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
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
了全地。
Jer 3:3 因此甘霖停止、春〔原文作
晚〕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
不顾羞耻。
Jer 3:4 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
说、我父阿、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Jer 3:5 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
底么．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
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或作
你虽这样说还是行恶放纵欲心〕
Jer 3:6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

华又对我说、背道的以色列所行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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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
在各青翠树下行淫。
Jer 3:7 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
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
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
Jer 3:8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
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
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
行淫。
Jer 3:9 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
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
Jer 3:10 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
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
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
的。
Jer 3:11 耶和华对我说、背道的以
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
Jer 3:12 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
华说、背道的以色列阿、回来罢．
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
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
和华说的。
Jer 3:13 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
你违背耶和华你的 神、在各青
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
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14 耶和华说、背道的儿女阿、
回来罢．因为我作你们的丈夫．
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
从一族取两人、带到锡安。
Jer 3:15 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
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
牧养你们。
Jer 3:16 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
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
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三章

不记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
Jer 3:17 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
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
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
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
心行事。
Jer 3:18 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
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
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
地。
Jer 3:19 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
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
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
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
我。
Jer 3:20 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
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
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21 在净光的高处听见人声、
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
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
他们的 神。
Jer 3:22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阿、回
来罢．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
耶和华我们的 神。
Jer 3:23 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
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
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
的 神。
Jer 3:24 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
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
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
吞吃了。
Jer 3:25 我们在羞耻中躺卧罢．愿
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我们和我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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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列祖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
神、从年幼以来一直到如今、都
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 神的话。

Jer 4:7 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

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
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
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Jer 4:8 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
哀号．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
向我们转消。
Jer 4:9 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
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
奇、先知都要诧异。
Jer 4:10 我说、哀哉、主耶和华阿、
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
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
实刀剑害及性命了。
Jer 4:11 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
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
野净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原
文作民女〕刮来、不是为簸扬、也
不是为扬净．
Jer 4:12 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
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
出判语、攻击他们。
Jer 4:13 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
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
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
Jer 4:14 耶路撒冷阿、你当洗去心
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
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
Jer 4:15 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
莲山报祸患．
Jer 4:16 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
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
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邑、
大声呐喊。
Jer 4:17 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
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

a

第四章
Jer 4:1 耶和华说、以色列阿、你若

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
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
b
Jer 4:2 你必凭信实 、公平、公义、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
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
他夸耀。
Jer 4:3 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
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
不要撒种在荆棘中。
Jer 4:4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哪、你们当受割礼、归耶和华、
将未受割礼的心除掉c．恐怕我
的忿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
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Jer 4:5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
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
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
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Jer 4:6 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
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
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
a Jer 3:25 因为...
Wnyt@oba&w~ Wnj=na
~ & Wnaf*j* Wnyh@Oa$ hw`hyl^ yK!
loqB= Wnu=m^v* aOw+ hZ\h^ <oYh^-du^w+ Wnyr}WuN+m!
s .Wnyh@Oa$ ho`hy+
和合本译作因为从立国〔原文作幼年〕以来、
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
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 神的话。
b Jer 4:2凭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凭诚实
c Jer 4:4 犹大... <*!lv*Wry+ yb@v=y{w+ hd`Why+ vya!
<k#b=b^l= tolr+u* Wrs!h*w+ ho`hyl^ WlM)h! 和合本译作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们当自行割礼、
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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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4:18 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
4:23*
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 创 1:2
是苦、是害及你心了。
5:1
创 18:32
Jer 4:19 我的肺腑阿、我的肺腑阿、
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
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
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
Jer 4:20 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因
为全地荒废．我的帐棚、忽然毁
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
Jer 4:21 我看见大旗、听见角声、要
到几时呢。
Jer 4:22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
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
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
Jer 4:23 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
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
无光。
Jer 4:24 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
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Jer 4:25 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
的飞鸟也都躲避。
Jer 4:26 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
地、一切城邑在耶和华面前、因
他的烈怒、都被拆毁。
Jer 4:27 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
荒凉、我却不毁灭净尽。
Jer 4:28 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
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
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作。
Jer 4:29 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
手的响声、就都逃跑、进入密林、
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
在其中。
Jer 4:30 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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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
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致、
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
且寻索你的性命。
Jer 4:31 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
产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
声音、是锡安女子的声音．〔女子
就是指民的意思〕他喘着气、僵硬
的伸直双手、说、我有祸了．在
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

第五章
Jer 5:1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
有一人行公义、求信实a没有、若
有、我就赦免这城。
Jer 5:2 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
假的。
Jer 5:3 耶和华阿、你的眼目、不是
看顾信实b么．你击打他们、他们
却不伤恸．你毁灭他们、他们仍
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
石、不肯回头。
Jer 5:4 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
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
作为、和他们 神的法则。
Jer 5:5 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
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
为、和他们 神的法则．那知、
这些人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索。
Jer 5:6 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
他们、晚上〔或作野地〕的豺狼、
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
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
a Jer 5:1 信实 hn`W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b Jer 5:3 信实 hn`Wma$l#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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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背道的事也
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
加增了。
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
Jer 5:7 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
的坚固城。
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起誓．5:22
Jer 5:18 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
匉訇:音烹
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 轰意大声 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
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
Jer 5:19 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
Jer 5:8 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
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
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
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
Jer 5:9 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
和华、〔原文作我〕在你们的地上、
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事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
Jer 5:10 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
们的地上、事奉外邦人。
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
Jer 5:20 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
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
犹大、说、
华。
Jer 5:21 愚昧无知的百姓阿、你们
Jer 5:11 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
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
这话。
的。
Jer 5:22 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
Jer 5:12 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
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例、用沙
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
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
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
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么。波浪
Jer 5:13 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
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匉
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
訇、却不能过去。
身上。
Jer 5:23 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
Jer 5:14 所以耶和华万军之
神如
他们叛我而去。
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
Jer 5:24 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
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
畏耶和华我们的 神．他按时赐
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
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
Jer 5:15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阿、我
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
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
Jer 5:25 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
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
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
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
能得福。
你不明白。
Jer 5:26 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
Jer 5:16 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
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
墓、他们都是勇士。
们设立圈套陷害人。
Jer 5:17 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
Jer 5:27 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
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
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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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
Jer 5:28 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
6:1
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耶 38:2
启 18:4
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辨屈。
6:14
Jer 5:29 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
耶 8:11
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 6:16
太 11:29
呢。
Jer 5:30 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
事．
Jer 5:31 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
藉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
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
呢。

第六章
Jer 6:1 便雅悯人哪、你们要逃出耶

路撒冷、在提哥亚吹角、在伯哈
基琳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
毁灭、从北方张望。
Jer 6:2 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
必剪除。〔女子就是指民的意思〕
Jer 6:3 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
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棚、各在
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
Jer 6:4 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罢、
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
已渐斜、晚影拖长了。
Jer 6:5 起来罢、我们夜间上去、毁
坏他的宫殿。
Jer 6:6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
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
尽是欺压。
Jer 6:7 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
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
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
面前。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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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6:8 耶路撒冷阿、你当受教、免

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
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Jer 6:9 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
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
摘净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
人摘了又摘、回手放在筐子里。
Jer 6:10 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作见
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
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
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
喜悦。
Jer 6:11 因此我被耶和华的忿怒充
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
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
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
都必被擒拿。
Jer 6:12 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
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
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6:13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
司、都行事虚谎。
Jer 6:14 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
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Jer 6:15 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
愧么．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
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仆倒
的人中仆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
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
说的。
Jer 6:16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
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那是善
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
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
FOJC.NET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六章

行在其间。
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
Jer 6:17 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
Jer 6:27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
说、要听角声．他们却说、我们 6:23
为保障、〔高台作试验人的〕使你
匉訇:音烹
不听。
轰意大声 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
Jer 6:18 列国阿、因此你们当听．会
Jer 6:28 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
众阿、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谗谤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
Jer 6:19 地阿、当听我必使灾祸临
事。
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
Jer 6:29 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
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
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
至于我的训诲、〔或作律法〕他们
的还未除掉。
也厌弃了。
Jer 6:30 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
Jer 6:20 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
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出的菖蒲、〔或作甘蔗〕奉来给我
第七章
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
Jer 7: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
Jer 7:2 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Jer 6:21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
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
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
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
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与朋友、也都灭亡。
Jer 7:3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Jer 6:22 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
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被激动、从地极来到。
Jer 7:4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
Jer 6:23 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
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
殿、是耶和华的殿。
匉訇．锡安城阿、〔城原文作女
Jer 7:5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子〕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
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
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Jer 7:6 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Jer 6:24 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
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
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仿佛产难的妇人。
Jer 7:7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
Jer 6:25 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
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
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
祖的地、直到永远。
剑、和惊吓。
Jer 7:8 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
Jer 6:26 我民哪、〔民原文作民女〕应
话。
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
Jer 7:9 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
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号、因为
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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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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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7:10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摩 5:5
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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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 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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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那些可憎的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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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7:11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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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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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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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7:15 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
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
法莲的一切后裔。
Jer 7:16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
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
Jer 7:17 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
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么。
Jer 7:18 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
抟面作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
浇奠祭、惹我发怒。
Jer 7:19 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
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
上惭愧么。
Jer 7:20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
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忿怒、倾

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
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
火着起、不能熄灭。
Jer 7:21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
祭上、吃肉罢。
Jer 7:22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
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
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
他们．
Jer 7:23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
的 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
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
得福。
Jer 7:24 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
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
的恶心、向后不向前。
Jer 7:25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
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
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
从早*起来差遣他们．
Jer 7:26 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
听、竟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列
祖更甚。
Jer 7:27 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
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
他们却不答应。
Jer 7:28 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
听从耶和华他们 神的话、不受
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信
实a灭绝了。
Jer 7:29 耶路撒冷阿、要剪发抛弃、
在净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
丢掉离弃了惹他忿怒的世代。
a Jer 7:28 信实 hn`Wma$h*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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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8:5 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

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
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
Jer 7:31 他们在欣嫩子谷建筑陀斐
特的邱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 8:7
伯 36:33
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
8:11
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耶 6:14
Jer 7:32 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
8:13
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欣嫩 太 21:20
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
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
葬。
Jer 7:33 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
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
物、并无人哄赶。
Jer 7:34 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
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
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
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背道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
头。
Jer 8:6 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
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
作的是什么呢．他们各人转奔己
路、如马直闯战场。
Jer 8:7 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
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
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
耶和华的法则。
Jer 8:8 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
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
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
Jer 8:9 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
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
什么智慧呢。
Jer 8:10 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
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一味地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
行事虚谎。
Jer 8:11 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
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Jer 8:12 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
愧么．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
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仆倒的
人中仆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
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8:13 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
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
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
开他们过去。
Jer 8:14 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

第八章
Jer 8:1 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

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
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
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
取出来、
Jer 8:2 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
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
所事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
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殓、不再
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
Jer 8:3 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
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拣死
不拣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Jer 8:4 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
说、人跌倒、不再起来么．人转
去、不再转来么。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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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
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
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
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
和华。
Jer 8:15 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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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居民。
Jer 8:17 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
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8:18 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
在我里面发昏。
Jer 8:19 听阿、是我百姓的哀声、从
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
锡安么．锡安的王不在其中么．
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
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
怒呢。
Jer 8:20 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
还未得救。
Jer 8:21 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
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
我抓住。
Jer 8:22 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
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
不得痊愈呢。

Jer 9:1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

哭泣。
Jer 9:2 惟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
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
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
诡诈的一党。
Jer 9:3 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
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
势力、不是为信实a、乃是恶上加
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
的。
Jer 9:4 你们各人当谨防邻舍、不可
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
邻舍都往来谗谤人。
Jer 9:5 他们各人欺哄邻舍、不说真
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劳劳
碌碌的作孽。
Jer 9:6 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
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
和华说的。
Jer 9:7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
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
Jer 9:8 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
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
谋害他。
Jer 9:9 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
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
国民呢。
Jer 9:10 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
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号、因为都已
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
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
上的野兽、都已逃去。
Jer 9:11 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
为龙*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

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原文
作民女七节同〕中被杀的人、昼夜

a Jer 9:3 为信实 hn`Wma$l# 和合本译作为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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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9:13 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
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
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Jer 9:14 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
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
力．
Jer 9:15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茵
蔯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
们喝。
Jer 9:16 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
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
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将他们灭尽。
Jer 9:17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应当思想、将善唱哀歌的妇女
召来．又打发人召善哭的妇女来。
Jer 9:18 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
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
涌出水来。
Jer 9:19 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
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
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
毁了我们的房屋。
Jer 9:20 妇女们哪、你们当听耶和
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
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各人教
导邻舍唱哀歌。
Jer 9:21 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
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
外边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少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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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Jer 9:22 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

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
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稼、无人
收取。
Jer 9:23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
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
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
财物夸口．
Jer 9:24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
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
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
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9:25 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
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
受割礼的．
Jer 9:26 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
扪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
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
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
有受割礼。

第十章
Jer 10:1 以色列家阿、要听耶和华

对你们所说的话。
Jer 10:2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
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
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
Jer 10:3 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
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
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
Jer 10:4 他们用金银妆饰他、用钉
子和锤子钉稳、使他不动摇。
Jer 10:5 他好像棕树、是镟成的、不
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
着。你们不要怕他．他不能降祸、
也无力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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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10:11 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
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
天下被除灭。
Jer 10:12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
苍。
Jer 10:13 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
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
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
风来。
Jer 10:14 各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
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
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
其中并无气息．
Jer 10:15 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
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
Jer 10:16 雅各的分不像这些．因他
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

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
的名。
Jer 10:17 受围困的人哪、当收拾你
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
Jer 10:18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
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
机弦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
上、使他们觉悟。
Jer 10:19 民说、祸哉、我受损伤．我
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
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
Jer 10:20 我的帐棚毁坏、我的绳索
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
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棚、挂起
我的幔子。
Jer 10:21 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
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
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
Jer 10:22 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
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
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龙*的住处。
Jer 10:23 耶和华阿、我晓得人的道
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
定自己的脚步。
Jer 10:24 耶和华阿、求你从宽惩治
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
怕使我归于无有。
Jer 10:25 愿你将忿怒倾在不认识你
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
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
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
场。

第十一章
Jer 11: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说、
Jer 11:2 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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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11:7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
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
是从早*起来、切切诰诫他们、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Jer 11:8 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
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
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
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
Jer 11:9 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
的事。
Jer 11:10 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
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
从别神事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
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Jer 11:11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
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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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
听。
Jer 11:12 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
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
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
Jer 11:13 犹大阿、你神的数目、与你
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
力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
街道*的数目相等。
Jer 11:14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
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
允。
Jer 11:15 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
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
作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
Jer 11:16 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
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
如今他用哄嚷之声、点火在其上、
枝子也被折断。
Jer 11:17 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
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力
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
Jer 11:18 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
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
Jer 11:19 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
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
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
都灭了罢、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记念。
Jer 11:20 按公义判断、察验人肺腑
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阿、我却要
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
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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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12:7 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

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
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
你死在我们手中．
Jer 11:22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
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
女、必因饥荒灭亡。
Jer 11:23 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
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
祸临到亚拿突人。

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
在他仇敌的手中。
Jer 12:8 我的产业向我如林中的狮
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
他。
Jer 12:9 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
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
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
带来吞吃罢。
Jer 12:10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
践踏我的分、使我美好的分变为
荒凉的旷野。
Jer 12:11 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
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
介意。
Jer 12:12 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
净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
这边、直到地那边、尽行杀灭．
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
Jer 12:13 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
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
因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
的土产羞愧。
Jer 12:14 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邻、
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
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
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
来。
Jer 12:15 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
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各归故土。
Jer 12:16 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
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
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
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

第十二章
Jer 12:1 耶和华阿、我与你争辩的

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
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
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
呢．
Jer 12:2 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
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
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
Jer 12:3 耶和华阿、你晓得我、看见
我、察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
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
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
Jer 12:4 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
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
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
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Jer 12:5 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
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
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
在约但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
Jer 12:6 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
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
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
不要信他们。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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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
Jer 12:17 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
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
华说的。

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
Jer 13:12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
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各坛都
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
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
呢。
Jer 13:13 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
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
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
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都酩酊大醉。
Jer 13:14 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
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
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
以致灭绝他们。
Jer 13:15 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
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
Jer 13:16 耶和华你们的
神未使黑
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
上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
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
为死荫、成为幽暗。
Jer 13:17 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
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
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
被掳去了。
Jer 13:18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
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
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
落了。
Jer 13:19 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
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
净尽。
Jer 13:20 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
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
你佳美的群众、如今在那里呢。

第十三章
Jer 13:1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

买一根麻布带子束腰、不可放在
水中。
Jer 13:2 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
了一根带子束腰。
Jer 13:3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
我说、
Jer 13:4 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
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
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
中。
Jer 13:5 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
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
Jer 13:6 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
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
Jer 13:7 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
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
已经变坏、毫无用了。
Jer 13:8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Jer 13:9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
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
大骄傲。
Jer 13:10 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
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
事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
变为无用。
Jer 13:11 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
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
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
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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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甚
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
像产难的妇人么。
Jer 13:22 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
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
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
Jer 13:23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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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嘶声、
作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
撒冷阿、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
还要到几时呢。

第十四章
Jer 14:1 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

临到耶利米。
Jer 14:2 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
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
哀声上达。
Jer 14:3 他们的贵胄打发家僮打水．
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
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
Jer 14:4 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
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
Jer 14:5 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
撇弃、因为无草。
Jer 14:6 野驴站在净光的高处、喘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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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好像龙*．因为无草、眼目失明。
Jer 14:7 耶和华阿、我们的罪孽、虽
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
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背道、
得罪了你。
Jer 14:8 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作
他救主的阿、你为何在这地像寄
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
Jer 14:9 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
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阿、你
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
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Jer 14:10 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
这百姓喜爱妄行、〔原文作飘流〕
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
他们．现今要记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Jer 14:11 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
这百姓祈祷求好处。
Jer 14:12 他们禁食的时候、我不听
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
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
荒、瘟疫、灭绝他们。
Jer 14:13 我就说、唉、主耶和华阿、
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
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
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
安。
Jer 14:14 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
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
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
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
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
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
Jer 14:15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
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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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
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
被刀剑饥荒灭绝。
Jer 14:16 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
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
道上、无人葬埋．他们连妻子带
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
恶、倒在他们身上。〔或作我必使

第十五章
Jer 15:1 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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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罪恶的报应临到他们身上〕
Jer 14:17 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

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
百姓〔原文作民的处女〕受了裂口
破坏的大伤。
Jer 14:18 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
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
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
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或作
不知怎样才好〕
Jer 14:19 你全然弃掉犹大么．你心

厌恶锡安么．为何击打我们、以
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
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
受了惊惶。
Jer 14:20 耶和华阿、我们承认自己
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
我们得罪了你。
Jer 14:21 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
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
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
的约。
Jer 14:22 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
降雨的么。天能自降甘霖么．耶
和华我们的 神阿、能如此的、
不是你么．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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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
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
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罢。
Jer 15:2 他们问你说、我们往那里
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
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至死亡．
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定为饥
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
必被掳掠。
Jer 15:3 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
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
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
毁灭。
Jer 15:4 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希西家的
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事。
Jer 15:5 耶路撒冷阿、谁可怜你呢．
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
呢。
Jer 15:6 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
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
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
Jer 15:7 我在境内各城门口、〔或作
我在这地边界的关口〕用簸箕簸了
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
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
道。
Jer 15:8 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
海沙更多．我使灭命的午间来、
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
忽然临到他身上。
Jer 15:9 生过七子的妇人、力衰气
绝、尚在白昼、日头忽落．他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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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蒙羞．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
敌人跟前、交与刀剑．这是耶和
华说的。
Jer 15:10 我的母亲哪、我有祸了、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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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
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
Jer 15:11 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
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
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
Jer 15:12 谁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
的铁、折断呢．
Jer 15:13 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
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
物、白白的交给仇敌。
Jer 15:14 我也必使仇敌带这掠物到
你所不认识的地去．因我怒中起
的火要将你们焚烧。
Jer 15:15 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求你记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
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
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
受了凌辱。
Jer 15:16 耶和华万军之
神阿、我
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Jer 15:17 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
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
〔感动原文作手〕独自静坐．因你
使我满心愤恨。
Jer 15:18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
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
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
像流干的河道么。
Jer 15:19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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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
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
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
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
们。
Jer 15:20 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
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
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
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15:21 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
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第十六章
Jer 16: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Jer 16:2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

儿养女。
Jer 16:3 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
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
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
Jer 16:4 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
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
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
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
的野兽作食物。
Jer 16:5 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
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
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
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
是耶和华说的。
Jer 16:6 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
亡、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
哭、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
Jer 16:7 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
们擘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
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
安慰他们。
Jer 16:8 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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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坐吃喝。
Jer 16:9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 16:16
打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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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地方止息了。
Jer 16:10 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
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
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
华我们的 神犯了什么罪呢．
Jer 16:11 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
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
事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
Jer 16:12 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
祖更甚．因为各人随从自己顽梗
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
Jer 16:13 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
出、直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
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事
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
Jer 16:14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
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
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Jer 16:15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
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
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
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
列祖之地。
Jer 16:16 耶和华说、我要召许多打
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
我要召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
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
Jer 16:17 因我的眼目察看他们的一
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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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Jer 16:18 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

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
尸、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
物、充满我的产业。
Jer 16:19 耶和华阿、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
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
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
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
Jer 16:20 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
其实这不是神。
Jer 16:21 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
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
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
的名是耶和华了。

第十七章
Jer 17:1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

钢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版
上、和坛角上。
Jer 17:2 他们的儿女、记念他们高
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
Jer 17:3 我田野的山哪、我必因你
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
物、财宝、并邱坛、当掠物交给
仇敌。
Jer 17:4 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
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
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事你
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
直烧到永远。
Jer 17:5 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
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
那人有祸了．
Jer 17:6 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
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十七章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十七章

处、无人居住的碱地。
Jer 17:7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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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17:10 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
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
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
Jer 17:11 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
鹧鸪菢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
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久成
为愚顽人。
Jer 17:12 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
从太初安置在高处。
Jer 17:13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阿、
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
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
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
的泉源。
Jer 17:14 耶和华阿、求你医治我、
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
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Jer 17:15 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
在那里呢、叫这话应验罢。
Jer 17:16 至于我、那跟从你作牧人
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
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
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
你面前。
Jer 17:17 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
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
Jer 17:18 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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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
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
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
Jer 17:19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
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
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
门口．
Jer 17:20 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
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
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
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Jer 17:21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
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
Jer 17:22 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
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作、
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
吩咐你们列祖的。
Jer 17:23 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
听、竟硬着颈项不听、不受教训。
Jer 17:24 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
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
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
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作、
Jer 17:25 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
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
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
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
必存到永远。
Jer 17:26 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
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
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
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
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
Jer 17:27 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
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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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
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
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第十八章
Jer 18: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Jer 18:2 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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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Jer 18:3 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
18:11
结 33:11
正遇他转轮作器皿。
Jer 18:4 窑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
手中作坏了、他又用这泥另作别
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
作。
Jer 18:5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Jer 18:6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阿、我
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么．
以色列家阿、泥在窑匠的手中怎
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Jer 18:7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
说、要拔出、拆毁、毁坏。
Jer 18:8 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
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
们。
Jer 18:9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
说、要建立、栽植．
Jer 18:10 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Jer 18:11 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
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意刑罚
你们．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所行
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Jer 18:12 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
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随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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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顽梗的恶心作事。
Jer 18:13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
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
事、以色列民〔原文作处女〕行了
一件极可憎恶的事。
Jer 18:14 利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
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
凉水、岂能干涸呢。
Jer 18:15 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
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
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
筑的斜路．
Jer 18:16 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
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
骇摇头。
Jer 18:17 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
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
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
他们。
Jer 18:18 他们就说、来罢．我们可
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
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
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罢、
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
会他的一切话。
Jer 18:19 耶和华阿、求你理会我、
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
Jer 18:20 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
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记念我
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
要使你的忿怒向他们转消。
Jer 18:21 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
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
无子、且作寡妇、又愿他们的男
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
阵上被刀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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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18:22 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

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
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
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
Jer 18:23 耶和华阿、他们要杀我的
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
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
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
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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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Jer 19:1 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

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
和祭司中的长老、
Jer 19:2 出去到欣嫩子谷、哈珥西
〔哈珥西就是瓦片的意思〕的门口
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Jer 19:3 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
的居民哪、当听耶和华的话．万
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
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Jer 19:4 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
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
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
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
血．
Jer 19:5 又建筑巴力的邱坛、好在
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
献给巴力．这不是我所吩咐的、
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
起的意。
Jer 19:6 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
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欣嫩
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
Jer 19:7 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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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
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
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
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
食物。
Jer 19:8 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
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
的灾、惊骇嗤笑。
Jer 19:9 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
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
迫他们的时候、各人吃自己儿女
的肉、和朋友的肉。
Jer 19:10 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
碎那瓶、
Jer 19:11 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
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
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
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
Jer 19:12 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
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
陀斐特一样。
Jer 19:13 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
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
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
烧香、向别神浇奠祭的宫殿房屋、
都必与陀斐特一样。
Jer 19:14 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
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
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
Jer 19:15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
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
邑、因为他们硬着颈项、不听我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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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凌辱、讥刺。
Jer 20:9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
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
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Jer 20:10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
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
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
告他罢、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
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
上报仇。
Jer 20:11 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
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
的必都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
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
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
Jer 20:12 试验义人、察看人肺腑心
肠的万军之耶和华阿、求你容我
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
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Jer 20:13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
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
脱离恶人的手。
Jer 20:14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
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
Jer 20:15 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
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
人受咒诅。
Jer 20:16 愿那人像耶和华所倾覆而
不后悔的城邑．愿他早晨听见哀
声、晌午听见呐喊．
Jer 20:17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
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
胎就时常重大。
Jer 20:18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
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第二十章
Jer 20:1 祭司音麦的儿子巴施户珥、

作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
预言这些事．
Jer 20:2 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
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将
他枷在那里。
Jer 20:3 次日巴施户珥将耶利米开
枷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
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施户珥、
乃是叫你玛歌珥米撒毕、〔就是
四面惊吓的意思〕
Jer 20:4 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

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
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
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
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
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
们杀戮。
Jer 20:5 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
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
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
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
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
Jer 20:6 你这巴施户珥和一切住在
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
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
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
在那里、葬在那里。
Jer 20:7 耶和华阿、你曾劝导我、我
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
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
人都戏弄我。
Jer 20:8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
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
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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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你们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
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Jer 21:10 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
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
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
Jer 21:11 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
听耶和华的话．
Jer 21:12 大卫家阿、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
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
的忿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
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Jer 21:13 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
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
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
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
Jer 21:14 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
作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
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他
四围所有的尽行烧灭。

第二十一章
Jer 21: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西底家王打发玛基雅的儿
子巴施户珥、和玛西雅的儿子祭
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
Jer 21:2 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
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
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
开我们上去。
Jer 21:3 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
对西底家这样说、
Jer 21:4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
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
困你们的迦勒底人打仗的兵器、
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
这城中。
Jer 21:5 并且我要在怒气、忿怒、和
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
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
Jer 21:6 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
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
Jer 21:7 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
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
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
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
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
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
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1:8 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
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
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Jer 21:9 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
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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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2:1 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

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
Jer 22:2 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
阿、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
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Jer 22:3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
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
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
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Jer 22:4 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
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
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
城的各门进入。
Jer 22:5 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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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
变为荒场。
Jer 22:6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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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
无人居住的城邑。
Jer 22:7 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
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
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
Jer 22:8 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
各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
大城如此行呢。
Jer 22:9 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
了耶和华他们 神的约、事奉敬
拜别神。
Jer 22:10 不要为死人哭号、不要为
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
大哭号、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
不得再见他的本国。
Jer 22:11 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
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
龙、〔列王下二十三章三十节名约哈
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
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
里来．
Jer 22:12 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
必不得再见这地。
Jer 22:13 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
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
的、有祸了。
Jer 22:14 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
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
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
房是丹色油漆的。
Jer 22:15 难道你作王是在乎造香柏
木楼房争胜么．你的父亲岂不是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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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
么．那时他得了福乐。
Jer 22:16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
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
此么．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2:17 惟有你的眼、和你的心、
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
压和强暴。
Jer 22:18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
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
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
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
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
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
Jer 22:19 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
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
之外。
Jer 22:20 你要上利巴嫩哀号、在巴
珊扬声、从亚巴琳哀号、因为你
所亲爱的都毁灭了。
Jer 22:21 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
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
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
Jer 22:22 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
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
你一切的恶、抱愧蒙羞。
Jer 22:23 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
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
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
可怜。
Jer 22:24 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
的儿子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下
同〕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
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
其上摘下来。
Jer 22:25 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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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迦
勒底人的手中。
Jer 22:26 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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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Jer 23:1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

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
Jer 23:2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斥责
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
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
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3:3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
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
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
生养众多。
Jer 23:4 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
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
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
华说的。
Jer 23:5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
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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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
施行公平、和公义。
Jer 23:6 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
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Jer 23:7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
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
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Jer 23:8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
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
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
必住在本地。
Jer 23:9 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
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
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
像被酒所胜的人。
Jer 23:10 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
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
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
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
Jer 23:11 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
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
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3:12 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
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
这路中仆倒、因为当追讨之年、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
华说的。
Jer 23:13 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
见愚妄、他们藉巴力说预言、使
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
Jer 23:14 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
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作
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
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
面前都像所多玛、耶路撒冷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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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3:16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
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
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
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
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Jer 23:17 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
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
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
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Jer 23:18 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
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
留心听他的话呢。
Jer 23:19 看哪、耶和华的忿怒好像
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
必转到恶人的头上。
Jer 23:20 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
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
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
Jer 23:21 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
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竟自预言。
Jer 23:22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
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
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
的恶。
Jer 23:23 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
神呢、不也为远处的 神么。
Jer 23:24 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密
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
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么。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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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3:25 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

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
我作了梦、我作了梦。
Jer 23:26 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
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
心要到几时呢。
Jer 23:27 他们各人将所作的梦对邻
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
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
我的名一样。
Jer 23:28 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
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讲说我的
话、我的话是信实的a．糠秕怎能
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3:29 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
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么。
Jer 23:30 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
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
与他们反对。
Jer 23:31 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
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
们反对。
Jer 23:32 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
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矜
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
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
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
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3:33 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
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
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
阿、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
Jer 23:34 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
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
罚那人、和他的家。
a Jer 23:28 可以... tm#a$ yr]b*D+ rB@d~y+ 和合本译作
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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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4:4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
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Jer 23:36 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
提、各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
担．〔重担和默示原文同〕因为你
们谬用永生 神万军之耶和华
我们 神的言语。
Jer 23:37 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
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
么呢。
Jer 23:38 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
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
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
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
和华的默示、
Jer 23:39 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
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
列祖的城、撇弃了。
Jer 23:40 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
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
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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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Jer 24: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

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
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
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
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
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Jer 24:2 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
像是初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
果、坏得不可吃。
Jer 24:3 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
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
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
得不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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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
发离开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
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
使他们得好处。
Jer 24:6 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
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
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
并不拔出。
Jer 24:7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作我的
子民、我要作他们的 神、因为
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Jer 24:8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
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
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余民、并住
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
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
果。
Jer 24:9 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
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
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
辱、笑谈、讥刺、咒诅。
Jer 24:10 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
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
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第二十五章
Jer 25:1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

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
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
的话、临到耶利米。
Jer 25:2 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
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说、
Jer 25:3 从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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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5:7 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
以手所作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5:8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Jer 25:9 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
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
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
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尽行灭
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
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5:10 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
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
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
止息。
Jer 25:11 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
骇．这些国民要服事巴比伦王七
十年。
Jer 25:12 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
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迦勒
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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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5:13 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
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
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
到那地。
Jer 25:14 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
使迦勒底人作奴仆、我也必照他
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作的、报
应他们。
Jer 25:15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对我
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忿怒
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
民喝。
Jer 25:16 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
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
中间。
Jer 25:17 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
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
国的民喝．
Jer 25:18 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
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
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
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
Jer 25:19 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
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
Jer 25:20 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
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
实基伦、迦萨、以革伦、以及亚
实突剩下的人．
Jer 25:21 以东、摩押、亚扪人、
Jer 25:22 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
海岛的诸王、
Jer 25:23 底但、提玛、布斯、和一切
剃周围头发的．
Jer 25:24 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
族人民的诸王、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二十五章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二十五章
Jer 25:25 心利的诸王、以拦的诸王、

玛代的诸王、
Jer 25:26 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
25:29
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 彼前 4:17
25:37
〔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
亚 1:11
Jer 25:27 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 番 1:2-3
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 26:5*
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 代下
36:15
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 耶 7:13
耶 7:25
剑临到你们中间。
耶 11:7
耶 25:3
Jer 25:28 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 耶 29:19
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 耶 32:33
耶 35:14
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
耶 44:4
徒 28:23
Jer 25:29 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
首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么．
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
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
之耶和华说的。
Jer 25:30 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
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
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
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
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
样。
Jer 25:31 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
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
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
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5:32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
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
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
Jer 25:33 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
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
无人哀哭、不得收殓、不得葬埋、
必在地上成为粪土。
Jer 25:34 牧人哪、你们当哀号、呼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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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群众的头目阿、你们要滚在
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
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
美器打碎一样。
Jer 25:35 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
目也无法逃脱。
Jer 25:36 听阿、有牧人呼喊、有群
众头目哀号的声音、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
Jer 25:37 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
平安的羊圈就被毁灭而寂静无
声了。a
Jer 25:38 他离了隐密处像狮子一样、
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
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
骇的。

第二十六章
Jer 26:1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

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
临到耶利米说、
Jer 26:2 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
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
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
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
删减．
Jer 26:3 或者他们肯听从、各人回
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
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与他们。
Jer 26:4 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
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
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
*
Jer 26:5 不听我从早 起来、差遣到
a Jer 25:37 耶和华... .hw`hy+-[a^ /orj& yn}P=m! <olV*h^
toan+ WMd~n`w+ 和合本译作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
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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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6:9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
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
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
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
里。
Jer 26:10 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
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
和华殿的新门口。
Jer 26:11 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
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
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
见的。
Jer 26:12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
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
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
一切话。
Jer 26:13 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
为、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
与你们。
Jer 26:14 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
样待我罢。
Jer 26:15 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若
把我治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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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
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
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与你们耳
中。
Jer 26:16 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
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
是奉耶和华我们 神的名、向我
们说话。
Jer 26:17 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
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
Jer 26:18 当犹大王希西家的日子、
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
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
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
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
的高处。
Jer 26:19 犹大王希西家、和犹大众
人、岂是把他治死呢、希西家岂
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么．
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
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
们就作了大恶、自害己命。
Jer 26:20 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
说预言、是基列耶琳人示玛雅的
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
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
Jer 26:21 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
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
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
怕、逃往埃及去了。
Jer 26:22 约雅敬王便打发亚革波的
儿子以利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
及去、
Jer 26:23 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
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
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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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坟地中。
Jer 26:24 然而沙番的儿子亚希甘、
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
治死他。

27:9
利 19:26
申 18:10
申 18:14

第二十七章
Jer 27:1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

敬〔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参看第
三节〕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
和华临到耶利米说、
Jer 27:2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作
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
Jer 27:3 藉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
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
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
扪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
Jer 27:4 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
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Jer 27:5 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
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
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
Jer 27:6 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
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
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
Jer 27:7 列国都必服事他和他的儿
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
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作他
们的奴仆。
Jer 27:8 无论那一邦、那一国、不肯
服事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
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
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
那邦、直到我藉巴比伦王的手、
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7:9 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
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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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
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事巴比伦王。
Jer 27:10 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
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
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
Jer 27:11 但那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
比伦王的轭下、服事他、我必使
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
住．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7:12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
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颈项
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事他和
他的百姓、便得存活。
Jer 27:13 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
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
和华论到不服事巴比伦王的那
国说的话呢。
Jer 27:14 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
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事
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
预言。
Jer 27:15 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
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
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
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
Jer 27:16 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
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
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
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
预言。
Jer 27:17 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事
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
为荒场呢。
Jer 27:18 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
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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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
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
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
Jer 27:19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
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
的器皿、
Jer 27:20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
尼雅、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
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
Jer 27:21 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
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
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Jer 27:22 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
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
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
哈拿尼雅说、
Jer 28:6 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
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
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
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
Jer 28:7 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
要说的话、你应当听。
Jer 28:8 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
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
到争战、灾祸、瘟疫的事。
Jer 28:9 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
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
和华所差来的。
Jer 28:10 于是先知哈拿尼雅、将先
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
断了。
Jer 28:11 哈拿尼雅又当着众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
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
知耶利米就走了。
Jer 28:12 先知哈拿尼雅把先知耶利
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
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Jer 28:13 你去告诉哈拿尼雅说、耶
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
了铁轭．
Jer 28:14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
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事巴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
事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
Jer 28:15 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
拿尼雅说、哈拿尼雅阿、你应当
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

第二十八章
Jer 28:1 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

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押朔的
儿子先知哈拿尼雅、在耶和华的
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
Jer 28:2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
的轭。
Jer 28:3 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
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
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
切器皿、都带回此地。
Jer 28:4 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
儿子耶哥尼雅、和被掳到巴比伦
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
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
耶和华说的。
Jer 28:5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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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百姓倚靠谎言。
Jer 28:16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
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
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
Jer 28:17 这样、先知哈拿尼雅当年
29:10
代下
七月间就死了。

第二十九章
Jer 29:1 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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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9:2（这在耶哥尼雅王、和太后、
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
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
冷以后。）
Jer 29:3 他藉沙番的儿子以利亚萨、
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
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
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
王的。
Jer 29:4 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对一切被掳去的、
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
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
Jer 29:5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Jer 29:6 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
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
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
减少。
Jer 29:7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
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
们也随着得平安。
Jer 29:8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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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
己所作的梦．
Jer 29:9 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
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9:10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
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
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仍回此地。
Jer 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
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
后有指望。
Jer 29:12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Jer 29:13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
我、就必寻见。
Jer 29:14 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
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
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
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29:15 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
为我们兴起先知．
Jer 29:16 所以耶和华论到坐大卫宝
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
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
弟兄、
Jer 29:17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
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
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
坏得不可吃。
Jer 29:18 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
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
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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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29:21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论到哥赖雅的儿子亚哈、并
玛西雅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
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
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
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
前杀害他们。
Jer 29:22 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
人、必藉这二人赌咒、说、愿耶
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
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
Jer 29:23 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
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
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
道的是我、作见证的也是我．这
是耶和华说的。
Jer 29:24 论到尼希兰人示玛雅、你
当说、
Jer 29:25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
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玛西
雅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
Jer 29:26 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
祭司、代替祭司耶何耶大、使耶
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
自称为先知的人、用枷枷住、用
锁锁住。
Jer 29:27 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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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
责备他呢．
Jer 29:28 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
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
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
园吃其中所产的。
Jer 29:29 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
先知耶利米听。
Jer 29:30 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
米说、
Jer 29:31 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
说、耶和华论到尼希兰人示玛雅
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
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
谎言．
Jer 29:32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
刑罚尼希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
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
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与我百姓的
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
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三十章
Jer 30: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Jer 30:2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
写在书上。
Jer 30:3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
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
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
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
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0:4 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
和犹大所说的话．
Jer 30:5 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
声音、是战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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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
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
你身上。
Jer 30:16 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
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
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
的、必成为掠物。
Jer 30:17 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
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
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
探问〔或作理会〕的。
Jer 30:18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
各被掳去的帐棚归回、也必顾惜
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
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
Jer 30:19 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
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
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
微。
Jer 30:20 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
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
他们的、我必刑罚他。
Jer 30:21 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
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
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
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
耶和华说的。
Jer 30:22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
作你们的 神。
Jer 30:23 看哪、耶和华的忿怒、好
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
必转到恶人的头上。
Jer 30:24 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
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
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

产难么、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
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
了呢。
Jer 30:7 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
救出来。
Jer 30:8 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
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
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
你作他们的奴仆。
Jer 30:9 你们却要事奉耶和华你们
的 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
王大卫。
Jer 30:10 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
人雅各阿、不要惧怕．以色列阿、
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
各必回来得享平靖安逸、无人使
他害怕。
Jer 30:11 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
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
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
〔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罪〕这是耶
和华说的。
Jer 30:12 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
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Jer 30:13 无人为你分诉、使你的伤
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
Jer 30:14 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
来探问〔或作理会〕你．我因你的
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
加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
惩治、惩治你。
Jer 30:15 你为何因损伤哀号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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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Jer 31:1 耶和华说、那时我必作以

色列各家的 神．他们必作我的
子民。
Jer 31:2 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
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
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
Jer 31:3 古时〔或作从远方〕耶和华
向以色列〔原文作我〕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
慈爱、吸引你。
Jer 31:4 以色列的民哪、〔民原文作
处女〕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
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
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Jer 31:5 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
结的果子。
Jer 31:6 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
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罢、我
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
神那里去。
Jer 31:7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
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
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
阿、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
剩下的人。
Jer 31:8 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
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
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
成为大帮回到这里来。
Jer 31:9 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
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
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
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
法莲是我的长子。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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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
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
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Jer 31:11 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
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
Jer 31:12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
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
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
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
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
Jer 31:13 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
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
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
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
为快乐。
Jer 31:14 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
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
足．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1:15 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
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
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
在了。
Jer 31:16 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
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
因你所作之工、必有赏赐．他们
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1:17 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
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Jer 31:18 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
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
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
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
华我的 神。
Jer 31:19 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
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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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
转到你这些城邑。
说的。
Jer 31:22 背道的民哪、〔民原文作女
Jer 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子〕你反来复去要到几时呢．耶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
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
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
女子护卫男子。
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
Jer 31:23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的 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
Jer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
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
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
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阿、
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
圣山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
Jer 31:24 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
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
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
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中。
Jer 31:35 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
Jer 31:25 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饫、
月有定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
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
海、使海中波浪匉訇的、万军之
Jer 31:26 先知说、我醒了、觉着睡
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
得香甜。
Jer 31:36 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
Jer 31:27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
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
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
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
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和华说的。
Jer 31:28 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
Jer 31:37 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
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
上天、寻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
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
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1:29 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
Jer 31:38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
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
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楠业楼、
了．
直到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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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Jer 32:1 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

是尼布甲尼撒十八年、耶和华的
话临到耶利米。
Jer 32:2 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
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
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
Jer 32:3 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
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
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
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
Jer 32:4 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
迦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
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
眼对眼彼此相看。
Jer 32:5 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
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
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迦
勒底人争战、却不顺利．这是耶
和华说的。
Jer 32:6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
到我说、
Jer 32:7 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篾、
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
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
是合乎赎回之理。
Jer 32:8 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篾、果
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
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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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
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
赎的、你为自己买来罢．我耶利
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Jer 32:9 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
篾、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
十七舍客勒银子给他。
Jer 32:10 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
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
平给他。
Jer 32:11 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
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
的那一张、
Jer 32:12 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篾、
和画押作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
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
玛西雅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
录、
Jer 32:13 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
咐巴录说、
Jer 32:14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
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
存留多日．
Jer 32:15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
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Jer 32:16 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
子巴录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
Jer 32:17 主耶和华阿、你曾用大能
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
没有难成的事．
Jer 32:18 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
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
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 神、万
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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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
报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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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
的灾祸临到他们。
Jer 32:24 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筑
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
荒、瘟疫、交在攻城的迦勒底人
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
也看见了。
Jer 32:25 主耶和华阿、你对我说、
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
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迦勒底
人的手中了。
Jer 32:26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Jer 32:27 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
者的 神、岂有我难成的事么。
Jer 32:28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
城交付迦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
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
城。
Jer 32:29 攻城的迦勒底人、必来放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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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
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力烧香、向
别神浇奠、惹我发怒。
Jer 32:30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
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事、以色列人尽以手所作的惹我
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2:31 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
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忿怒、
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
Jer 32:32 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
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
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
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
的、惹我发怒。
Jer 32:33 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
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
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
Jer 32:34 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
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
Jer 32:35 他们在欣嫩子谷、建筑巴
力的邱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
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
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
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Jer 32:36 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
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
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
色列的 神如此说、
Jer 32:37 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恼
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
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
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
住。
Jer 32:38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
作他们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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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32:41 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
尽心尽意、在信实里a、将他们栽
于此地．
Jer 32:42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
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
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
切福乐、都临到他们。
Jer 32:43 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
人民、无牲畜、是交付迦勒底人
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
置买田地。
Jer 32:44 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
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
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
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
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
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
耶和华说的。

第三十三章
Jer 33:1 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

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
Jer 33:2 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
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
他的名．他如此说、
Jer 33:3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
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你。
*
Jer 33:4 论到这城 中的房屋、和犹
a Jer 32:41 在信实里 tm#a$B# 和合本译作诚诚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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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
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Jer 33:5 人要与迦勒底人争战、正
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
怒气和忿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
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
*
Jer 33:6 看哪、我要使这城 得以痊
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
将丰盛的平安和信实b显明与他
们。
Jer 33:7 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
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
起初一样。
Jer 33:8 我要除净他们的一切罪、
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
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
我的罪。
Jer 33:9 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
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
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
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
平安、就惧怕战兢。
Jer 33:10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
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
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
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
Jer 33:11 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
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
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
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
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
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
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
是耶和华说的。
b Jer 33:6 和信实 .tm#a$w\ 和合本译作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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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并其
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
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
Jer 33:13 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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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33:14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
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
必然成就。
Jer 33:15 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
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Jer 33:16 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
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
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Jer 33:17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
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
座上．
Jer 33:18 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
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
献祭的事。
Jer 33:19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Jer 33:20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
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
日黑夜不按时轮转．
Jer 33:21 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
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
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事奉
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
Jer 33:22 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
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
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事奉我
的利未人多起来。

Jer 33:24 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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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
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
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
Jer 33:25 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
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
未曾安排天地的定例．
Jer 33:26 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
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
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
归回、也必怜悯他们。

第三十四章
Jer 34: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

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
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
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Jer 34:2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
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
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
Jer 34:3 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
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
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
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
Jer 34:4 犹大王西底家阿、你还要
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
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
Jer 34:5 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
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
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
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阿．耶
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
Jer 34:6 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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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
家．
Jer 34:7 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
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
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
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
座。
Jer 34:8-9 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
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
叫各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
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
个犹大弟兄作奴仆．（此后、有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Jer 34:10 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
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
也不再叫他们作奴仆．大家都顺
从、将他们释放了．
Jer 34:11 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
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
仍为仆婢。
Jer 34:12 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
米说、
Jer 34:13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
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
约、说、
Jer 34:14 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
卖给你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你
们各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
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
听。
Jer 34:15 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
看为正的事、各人向邻舍宣告自
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在我面前立约．
Jer 34:16 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
His Faith

名、各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
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
Jer 34:17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
34:21-22
耶 34:8-11 没有听从我 各人向弟兄邻舍宣
、
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
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
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
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
说的。
Jer 34:18-19 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
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
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
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
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
的话．
Jer 34:20 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
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
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
食物。
Jer 34:21 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
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
索其命的人、与那暂离你们而去
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Jer 34:22 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
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
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
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第三十五章
Jer 35:1 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

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
米说、
Jer 35:2 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
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
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
Jer 35:3 我就将哈巴洗尼雅的孙子
雅利米雅的儿子雅撒尼亚、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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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
的人、
Jer 35:4 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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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35:6 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
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
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
孙、永不可喝酒．
Jer 35:7 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
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棚、
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
延长。
Jer 35:8 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
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
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
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
Jer 35:9 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
萄园、田地、和种子．
Jer 35:10 但住帐棚、听从我们先祖
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
去行。
Jer 35:1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
地来、我们因怕迦勒底的军队、
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罢、我
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
住在耶路撒冷。
Jer 35:12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Jer 35:13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
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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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么。
Jer 35:14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
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
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
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
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
Jer 35:15 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
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各人当回
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
事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
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
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
Jer 35:16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
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
百姓却没有听从我．
Jer 35:17 因此、耶和华万军之
神
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要使我
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
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
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
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
Jer 35:18 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
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
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
Jer 35:19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
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第三十六章
Jer 36:1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

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
利米说、
Jer 36:2 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
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
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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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
日、都写在其上．
Jer 36:3 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
与他们的一切灾祸、各人就回头
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
和罪恶。
Jer 36:4 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
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
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
切话写在书卷上。
Jer 36:5 耶利米吩咐巴录说、我被
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
Jer 36:6 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
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
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
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
城邑出来的人听．
Jer 36:7 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
求、各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
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
和忿怒是大的。
Jer 36:8 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就照先
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
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
的话。
Jer 36:9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
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
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
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
食的日子。
Jer 36:10 巴录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
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
文士基玛利雅的屋内、念书上耶
利米的话给众民听。
Jer 36:11 沙番的孙子基玛利雅的儿
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
His Faith

切话、
Jer 36:12 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

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
沙玛、示玛雅的儿子第莱雅、亚
革波的儿子以利拿单、沙番的儿
子基玛利雅、哈拿尼雅的儿子西
底家、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
里。
Jer 36:13 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
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录向百
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
Jer 36:14 众首领就打发古示的曾孙
示利米雅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
犹底到巴录那里、对他说、你将
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
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
录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
Jer 36:15 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
念给我们听．巴录就念给他们听。
Jer 36:16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
面面相观、对巴录说、我们必须
将这一切话告诉王。
Jer 36:17 他们问巴录说、请你告诉
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
话呢。
Jer 36:18 巴录回答说、他用口向我
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
上。
Jer 36:19 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
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
你们在那里。
Jer 36:20 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
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
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
Jer 36:21 王就打发犹底去拿这书卷
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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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
众首领听。
Jer 36:22 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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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着的火。
Jer 36:23 犹底念了三四篇、〔或作
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
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
尽了。
Jer 36:24 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
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
Jer 36:25 以利拿单和第莱雅并基玛
利雅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
不听。
Jer 36:26 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
〔或作王的儿子〕耶拉篾、和亚斯
列的儿子西莱雅、并亚伯叠的儿
子示利米雅、去捉拿文士巴录、
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
隐藏。
Jer 36:27 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录
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
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Jer 36:28 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
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
在其上。
Jer 36:29 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
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
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
了人民牲畜呢。
Jer 36:30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
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
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
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
Jer 36:31 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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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
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
只是他们不听。
Jer 36:32 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
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
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
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
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第三十七章
Jer 37:1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

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
作王的。
Jer 37:2 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
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藉
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Jer 37:3 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雅的
儿子犹甲、和祭司玛西雅的儿子
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
神。
Jer 37:4 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
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
Jer 37:5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
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
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
路撒冷去了。
Jer 37:6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
米说、
Jer 37:7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
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
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
去。
Jer 37:8 迦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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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37:9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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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Jer 37:10 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争
战的迦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
人、也必各人从帐棚里起来、用
火焚烧这城。
Jer 37:11 迦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
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
候、
Jer 37:12 耶利米就杂在民中出离耶
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
里得自己的地业。
Jer 37:13 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
守门官、名叫伊利雅、是哈拿尼
亚的孙子、示利米雅的儿子．他
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
降迦勒底人哪。
Jer 37:14 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
我并不是投降迦勒底人．伊利雅
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
领那里。
Jer 37:15 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
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单的房屋
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
Jer 37:16 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
房、在那里囚了多日．
Jer 37:17 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
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
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
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
王手中。
Jer 37:18 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
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
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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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呢。
Jer 37:19 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

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
在那里呢。
Jer 37:20 主我的王阿、求你现在垂
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
使我回到文士约拿单的房屋中、
免得我死在那里。
Jer 37:21 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
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
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
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
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第三十八章
Jer 38:1 玛坦的儿子示法提雅、巴

施户珥的儿子基大利、示利米雅
的儿子犹甲、玛基雅的儿子巴示
户珥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
话、说、
Jer 38:2 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
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
死．但出去归降迦勒底人的、必
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
必得存活。
Jer 38:3 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
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
攻取这城。
Jer 38:4 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
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
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
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
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
Jer 38:5 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
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
反对。
Jer 38:6 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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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勒的儿子〔或作王的儿子〕玛
基雅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
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
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Jer 38:7 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
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
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
口）
Jer 38:8 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
对王说、
Jer 38:9 主我的王阿、这些人向先
知耶利米一味地行恶、将他下在
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
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
Jer 38:10 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
说、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人、趁着
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
狱中提上来。
Jer 38:11 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
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
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
服、用绳子缒下牢狱去到耶利米
那里。
Jer 38:12 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
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
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胳肢窝．
耶利米就照样行了。
Jer 38:13 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
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
护卫兵的院中。
Jer 38:14 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
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
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
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
Jer 38:15 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三十八章

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么．我
若劝戒你、你必不听从我。
Jer 38:16 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
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
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
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
Jer 38:17 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
华万军之 神、以色列的 神如
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
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
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
必存活。
Jer 38:18 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
的首领、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
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
脱离他们的手。
Jer 38:19 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
怕那些投降迦勒底人的犹大人、
恐怕迦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
中、他们戏弄我。
Jer 38:20 耶利米说、迦勒底人必不
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
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Jer 38:21 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
示我的话乃是这样．
Jer 38:22 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
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
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
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
泥中．就转身退后了。
Jer 38:23 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
儿女、带到迦勒底人那里．你也
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
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
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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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尼撒就审判他。
Jer 39:6 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
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
大的一切贵胄．
Jer 39:7 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
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
Jer 39:8 迦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
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
的城墙。
Jer 39:9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
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
巴比伦去了。
Jer 39:10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
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
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
Jer 39:1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
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说、
Jer 39:12 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
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
就向他怎么行。
Jer 39:13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
布沙斯班、拉撒力、尼甲沙利薛、
拉墨、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
Jer 39:14 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
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
子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
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Jer 39:15 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
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Jer 39:16 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
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
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
就了。

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
Jer 38:25 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
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
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
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
告诉我们．
Jer 38:26 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
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单的
房屋死在那里。
Jer 38:27 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
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
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
因为事情没有泄漏。
Jer 38:28 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
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
子。

第三十九章
Jer 39:1 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
来围困耶路撒冷。
Jer 39:2 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城被攻破。
Jer 39:3 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
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
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
甲沙利薛、拉墨、并巴比伦王其
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
Jer 39:4 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
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
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
拉巴逃去。
Jer 39:5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
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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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40:7 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

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
手中。
Jer 39:18 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
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40:4
启 3:10
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
希甘的儿子基大利作境内的省
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
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
全交给他．
Jer 40:8 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
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
难和约拿单、单户篾的儿子西莱
雅、并尼陀法人以斐的众子、玛
迦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
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Jer 40:9 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
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
誓、说、不要怕服事迦勒底人、
只管住在这地、服事巴比伦王、
就可以得福。
Jer 40:10 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
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迦勒底
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
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
你们所占的城邑中。
Jer 40:11 在摩押地、和亚扪人中、在
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
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
立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基
大利管理他们．
Jer 40:12 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
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
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
酒、并夏天的果子。
Jer 40:13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
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
见基大利、
Jer 40:14 对他说、亚扪人的王巴利
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

第四十章
Jer 40:1 耶利米锁在耶路撒冷和犹

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
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
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Jer 40:2 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
他说、耶和华你的 神曾说要降
这祸与此地．
Jer 40:3 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
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
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
临到你们。
Jer 40:4 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
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
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
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那
里美好、那里合宜、只管上那里
去罢。
Jer 40:5 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
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
希甘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
巴比伦王立他作犹大城邑的省
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
不然、你看那里合宜、就可以上
那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
礼物、释放他去了。
Jer 40:6 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希
甘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
境内剩下的民中。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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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要你的命、你知道么．亚希甘
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
Jer 40:15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在米
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
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
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
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
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
呢。
Jer 40:16 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对加
利亚的儿子约哈难说、你不可行
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
的。

Jer 41:7 他们到了城中、尼探雅的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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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Jer 41:1 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

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
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
巴见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他们
在米斯巴一同吃饭。
Jer 41:2 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
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
杀了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
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
地省长的。
Jer 41:3 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
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
遇见的迦勒底兵丁。
Jer 41:4 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
Jer 41:5 第二天、有八十人从示剑、
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
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
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
Jer 41:6 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出
米斯巴迎接他们、随走随哭．遇
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
以来见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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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
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
Jer 41:8 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
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
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
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
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
Jer 41:9 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
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
这坑是从前亚撒王因怕以色列
王巴沙所挖的．尼探雅的儿子以
实玛利、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
坑。
Jer 41:10 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
人、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
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
撒拉旦交给亚希甘的儿子基大
利的、都掳去了．尼探雅的儿子
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扪人
那里去。
Jer 41:11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
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
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
Jer 41:12 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
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争战、在基
遍的大水旁〔或作大水池旁〕遇见
他。
Jer 41:13 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同着他
的众军长、就都欢喜。
Jer 41:14 这样以实玛利从米斯巴所
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
儿子约哈难去了。
Jer 41:15 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
和八个人脱离约哈难的手、逃往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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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扪人那里去了。
Jer 41:16 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
杀了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从米 42:6
赛 29:13
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
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遍之后、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同着他
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
Jer 41:17 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罕寓
〔或作基罗特金罕〕住下、要进入
埃及去．
Jer 41:18 因为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
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
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约哈难惧
怕迦勒底人。

第四十二章
Jer 42:1 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

约哈难、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
亚、〔耶撒尼亚又名亚撒利雅见四十
三章二节〕以及众百姓、从最小
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
Jer 42:2 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
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
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 神．我
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
是你亲眼所见的。
Jer 42:3 愿耶和华你的
神指示我
们所当走的路、所当作的事。
Jer 42:4 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
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
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 神．耶
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
你们、毫不隐瞒。
Jer 42:5 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
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 神差遣
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四十二章

我们中间作信实阿们的见证a。
Jer 42:6 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
们的 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
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
耶和华我们 神的话、就可以得
福。
Jer 42:7 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
到耶利米。
Jer 42:8 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
难、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
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
了来、
Jer 42:9 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
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
Jer 42:10 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
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
不拔出．因我为降与你们的灾祸
后悔了。
Jer 42:11 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
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
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
他的手。
Jer 42:12 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
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
Jer 42:13 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
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Jer 42:14 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
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争战、
听不见角声、也不至无食饥饿．
我们必住在那里。
Jer 42:15 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哪、
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
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
a Jer 42:5 信实阿们的见证 /m*a$n\w+ tm#a$ du@l= 和合
本译作真实诚信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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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
Jer 42:16 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
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
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
你们必死在那里。
Jer 42:17 凡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
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
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
与他们的灾祸。
Jer 42:18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
忿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
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
样将我的忿怒倾在你们身上、以
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
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
Jer 42:19 所剩下的犹大人哪、耶和
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
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
你们了。
Jer 42:20 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
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 神那
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
我们 神、照耶和华我们的 神
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
遵行。
Jer 42:21 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
耶和华你们的 神为你们的事、
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
一样没有听从。
Jer 42:22 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
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
剑、饥荒、瘟疫而死。

和华他们 神差遣他去所说的
一切话、
Jer 43:2 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雅、
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一切
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
谎言．耶和华我们的 神并没有
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
Jer 43:3 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挑
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迦勒
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
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Jer 43:4 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
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
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
Jer 43:5-6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
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
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
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
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
留在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
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
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录、
Jer 43:7 都带入埃及地、到了答比
匿．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
话。
Jer 43:8 在答比匿耶和华的话临到
耶利米说、
Jer 43:9 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
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
就是在答比匿法老的宫门那里．
Jer 43:10 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必召我
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
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
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帐支搭在

第四十三章
Jer 43:1 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

和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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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43:11 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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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Jer 44:1 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

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
住在密夺、答比匿、挪弗、巴忒
罗境内的犹大人说、
Jer 44:2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所降与耶路撒冷、
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
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
人居住．
Jer 44:3 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
烧香事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
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惹我发怒。
*
Jer 44:4 我从早 起来差遣我的仆人
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
厌恶这可憎之事。
Jer 44:5 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
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
Jer 44:6 因此、我的怒气和忿怒都
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
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
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
Jer 44:7 现在耶和华万军之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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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为何
作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
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
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
Jer 44:8 就是因你们手所作的、在
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
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
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
Jer 44:9 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
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
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
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
都忘了么。
Jer 44:10 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
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
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
Jer 44:11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
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
Jer 44:12 那定意进入埃及地、在那
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
地仆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
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
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
咒诅、羞辱。
Jer 44:13 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
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
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Jer 44:14 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
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
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
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
Jer 44:15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忒罗知
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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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
Jer 44:17 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
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浇奠
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
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
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
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
并不见灾祸。
Jer 44:18 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
浇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
刀剑饥荒灭绝。
Jer 44:19 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
浇奠祭、作天后像的饼供奉他、
向他浇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
么。
Jer 44:20 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
的男人妇女说、
Jer 44:21 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
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
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
香、耶和华岂不记念、心中岂不
思想么。
Jer 44:22 耶和华因你们所作的恶、
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
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
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
Jer 44:23 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
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
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
Jer 44:24 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
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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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44:25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
口中说、手里作、说、我们定要
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浇
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
愿而偿还罢。
Jer 44:26 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
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
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
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
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
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Jer 44:27 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
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
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
Jer 44:28 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
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
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
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
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
Jer 44:29 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
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
我降祸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
Jer 44:30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
及王法老合弗拉交在他仇敌和
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
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
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
一样。

第四十五章
Jer 45:1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

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
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
书上、耶利米说、
Jer 45:2 巴录阿、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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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
上．我因唉哼而困乏、不得安歇。
Jer 45:4 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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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如此行。
Jer 45:5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
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
气的．但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
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
和华说的。

第四十六章
Jer 46:1 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

知耶利米。
Jer 46:2 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
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
的迦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甲
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
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
Jer 46:3 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
前上阵。
Jer 46:4 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
站立、磨枪贯甲。
Jer 46:5 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
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
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
有．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46:6 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
容勇士逃脱．〔或作快跑的不能逃
避勇士不能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
河边绊跌仆倒。
Jer 46:7 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之
水翻腾的是谁呢。
Jer 46:8 埃及像尼罗河涨发、像江
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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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
的居民。
Jer 46:9 马匹上去罢．车辆急行罢．
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
弗人、〔又作吕彼亚人〕并拉弓的
路德族、都出去罢。
Jer 46:10 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
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
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
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
有献祭的事。
Jer 46:11 埃及的民哪、〔民原文作处
女〕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
多服良药、总是徒然、不得治好。
Jer 46:12 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
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
相碰、一齐跌倒。
Jer 46:13 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
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要来攻击埃及地。
Jer 46:14 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
在密夺、报告在挪弗、答比匿、
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
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
Jer 46:15 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
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
他们。
Jer 46:16 使多人绊跌、他们也彼此
撞倒、说、起来罢、我们再往本
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
Jer 46:17 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
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不过是
个声音或作已经败亡〕他已错过所
定的时候了。
Jer 46:18 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
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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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原文作他〕来的势
派必像他泊在众山之中、像迦密
在海边一样。
Jer 46:19 住在埃及的民哪、〔民原文
作女子〕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
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
烧毁、无人居住。
Jer 46:20 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
出于北方的毁灭〔毁灭或作牛
虻）来到了、来到了。
Jer 46:21 其中的雇勇、好像圈里的
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齐逃
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
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
Jer 46:22 其中的声音、好像蛇行一
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
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
Jer 46:23 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
虽然不能寻察、〔或作穿不过〕敌
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
不可胜数。
Jer 46:24 埃及的民〔民原文作女子〕
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Jer 46:25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扪〔埃及
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
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
老、和倚靠他的人。
Jer 46:26 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
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
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
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
和华说的。
Jer 46:27 我的仆人雅各阿、不要惧
怕．以色列阿、不要惊惶。因我
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
His Faith

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
享平靖安逸、无人使他害怕。
Jer 46:28 我的仆人雅各阿、不要惧
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
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
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
万不能不罚你．〔不罚你或作以你
为无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四十七章
Jer 47:1 法老攻击迦萨之先、有耶

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
耶利米。
Jer 47:2 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
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要涨过
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
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
都必哀号。
Jer 47:3 听见敌人壮马蹄跳的响声、
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
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
Jer 47:4 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
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
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
非利士人、就是迦斐托海岛余剩
的人。
Jer 47:5 迦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
剩的亚实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
划身、要到几时呢。
Jer 47:6 耶和华的刀剑哪、你到几
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靖不
动。
Jer 47:7 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实
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
你、焉能止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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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Jer 48:1 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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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 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
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
米斯迦蒙羞被毁坏。
Jer 48:2 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
希实本设计谋害他、说、来罢、
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玛得
缅哪、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
追赶你。
Jer 48:3 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
的哀声．
Jer 48:4 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或
作家僮〕发哀声、使人听见。
Jer 48:5 人上鲁希坡随走随哭．因
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
哀声。
Jer 48:6 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
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
Jer 48:7 你因倚靠自己所作的、和
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
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
掳去。
Jer 48:8 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
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
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Jer 48:9 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
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
人居住。
Jer 48:10 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
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
受咒诅。
Jer 48:11 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
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没有从
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
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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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未变。
Jer 48:12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
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
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
的坛子。
Jer 48:13 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
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
愧一样。
Jer 48:14 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
是有勇力打仗的呢。
Jer 48:15 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
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
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
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Jer 48:16 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
难、速速来到。
Jer 48:17 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
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
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
竟折断了呢。
Jer 48:18 住在底本的民哪、〔民原文
作女子〕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
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
击你．毁坏了你的保障。
Jer 48:19 住亚罗珥的阿、要站在道
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
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
Jer 48:20 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
哀号呼喊．要在亚嫩旁报告、说、
摩押变为荒场。
Jer 48:21 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
雅杂、米法押、
Jer 48:22 底本、尼波、伯低比拉太
音、
Jer 48:23 基列亭、伯迦末、伯米恩、
Jer 48:24 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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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48:25 摩押的角砍断了、摩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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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48:26 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
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
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
Jer 48:27 摩押阿、你不曾嗤笑以色
列么．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
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
Jer 48:28 摩押的居民哪、要离开城
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
口上搭窝。
Jer 48:29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
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
且狂妄、居心自大。
Jer 48:30 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忿
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
无所成。
Jer 48:31 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号、
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珥哈
列设人叹息。
Jer 48:32 西比玛的葡萄树阿、我为
你哀哭甚于雅谢人哀哭．你的枝
子蔓延过海、直长到雅谢海、那
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
子、和你所摘的葡萄。
Jer 48:33 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
都被夺去、我使酒醡的酒绝流、
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
敌的呐喊。〔原文作那欢呼却不是
欢呼〕
Jer 48:34 希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

以利亚利、直达到雅杂、从琐珥
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
亚．因为宁林的水、必然干涸。
Jer 48:35 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
使那在邱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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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烧香的、都断绝了。
Jer 48:36 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
我心肠为吉珥哈列设人、也是如
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
没了。
Jer 48:37 各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
手有划伤、腰束麻布。
Jer 48:38 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
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
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
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48:39 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号、
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
四围的人嗤笑惊骇。
Jer 48:40 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
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
Jer 48:41 加略被攻取、保障也被占
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
痛、如临产的妇人。
Jer 48:42 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Jer 48:43 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哪、
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
Jer 48:44 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
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
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
是耶和华说的。
Jer 48:45 躲避的人、无力站在希实
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希实本发
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
摩押的角、和哄嚷人的头顶。
Jer 48:46 摩押阿、你有祸了．属基
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
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
Jer 48:47 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
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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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49:9 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

第四十九章
Jer 49:1 论亚扪人。耶和华如此说、

49:1
撒下

以色列没有儿子么、没有后嗣么．12:30
玛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 49:7
俄1章
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 结 25:12
摩 1:11
Jer 49:2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 玛 1:4
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 49:13*
扪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 赛 36:4
堆．属他的乡村〔原文作女子〕要 49:14-16
俄 1:1-4
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
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
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49:3 希实本哪、你要哀号、因为
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哪、
〔居民原文作女子〕要呼喊、以麻
布束腰．要哭号、在篱笆中跑来
跑去．因玛勒堪和属他的祭司、
首领、要一同被掳去。
Jer 49:4 背道的民哪、〔民原文作女
子〕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
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
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
Jer 49:5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
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
你们必被赶出、各人一直前往、
没有人收聚逃民。
Jer 49:6 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扪
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49:7 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
此说、提幔中再没有智慧么．明
哲人不再有谋略么．他们的智慧
尽归无有么。
Jer 49:8 底但的居民哪、要转身逃
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
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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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
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
Jer 49:10 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
的隐密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
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
归于无有。
Jer 49:11 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
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
Jer 49:12 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
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
罚么．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
Jer 49:13 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
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
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城邑、
必变为永远的荒场。
Jer 49:14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
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
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争战。
Jer 49:15 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
在世人中被藐视。
Jer 49:16 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阿、
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
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
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
说的。
Jer 49:17 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
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
灾祸嗤笑。
Jer 49:18 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
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所
多玛蛾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
的时候一样。
Jer 49:19 仇敌必像狮子从约但河边
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
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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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49:22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
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
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
Jer 49:23 论大马色。哈马和亚珥拔
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
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
静。
Jer 49:24 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
战兢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
住、如产难的妇人一样。
Jer 49:25 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
何被撇弃了呢。
Jer 49:26 他的少年人、必仆倒在街
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
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Jer 49:27 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
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
Jer 49:28 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
攻打的基达、和夏琐的诸国。耶
和华如此说、迦勒底人哪、起来
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
Jer 49:29 他们的帐棚、和羊群、都
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
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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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
Jer 49:30 耶和华说、夏琐的居民哪、
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
你们、起意攻击你们。
Jer 49:31 耶和华说、迦勒底人哪、
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
他们是无门无闩、独自居住的。
Jer 49:32 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
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
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
方、〔方原文作风〕使灾殃从四围
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
Jer 49:33 夏琐必成为龙 的住处、永
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
人在其中寄居。
Jer 49:34 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
耶和华论以拦的话临到先知耶
利米说、
Jer 49:35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
必折断以拦人的弓、就是他们为
首的权力。
Jer 49:36 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
来、临到以拦人、将他们分散四
方．〔方原文作风〕这被赶散的人、
没有一国不到的。
Jer 49:37 耶和华说、我必使以拦人
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
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
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
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
Jer 49:38 我要在以拦设立我的宝座、
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
耶和华说的。
Jer 49:39 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
以拦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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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50:1 耶和华藉先知耶利米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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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
羞、他的偶像都惊惶。
Jer 50:3 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
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
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
Jer 50:4 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
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
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
神。
Jer 50:5 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
这里、说、来罢、你们要与耶和
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
Jer 50:6 我的百姓作了迷失的羊．
牧人使他们走差路、使他们转到
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
忘了安歇之处。
Jer 50:7 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
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
他们得罪那作公义居所的耶和
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
华。
Jer 50:8 我民哪、你们要从巴比伦
中逃走、从迦勒底人之地出去．
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
Jer 50:9 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
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
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
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
一枝也不徒然返回。
Jer 50:10 迦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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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
华说的。
Jer 50:11 抢夺我产业的阿、你们因
欢喜快乐、且像踹谷撒欢的母牛
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
Jer 50:12 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抱
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
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
沙漠。
Jer 50:13 因耶和华的忿怒、必无人
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
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
灾殃嗤笑。
Jer 50:14 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
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
不要爱惜箭枝、因他得罪了耶和
华。
Jer 50:15 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
已经投降．外郭坍塌了、城墙拆
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
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
人、也要怎样待他。
Jer 50:16 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
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
他们各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
归回本族、逃到本土。
Jer 50:17 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
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
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
撒将他的骨头折断。
Jer 50:18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
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
样。
Jer 50:19 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
场．他必在迦密和巴珊吃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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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
以饱足。
Jer 50:20 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
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
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
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
免。
Jer 50:21 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
翁之地、又攻击比割的居民．要
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去行。
Jer 50:22 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
声。
Jer 50:23 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
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
Jer 50:24 巴比伦哪、我为你设下网
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
着、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
争竞。
Jer 50:25 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
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
耶和华、在迦勒底人之地有当作
的事。
Jer 50:26 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
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
堆、毁灭净尽、丝毫不留。
Jer 50:27 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
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
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
Jer 50:28 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
的人、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
们的 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
仇。
Jer 50:29 招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
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
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作的
His Faith

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
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
圣者、发了狂傲。
Jer 50:30 所以他的少年人、必仆倒
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
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50:31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
狂傲的阿、我与你反对．因为我
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
Jer 50:32 狂傲的必绊跌仆倒、无人
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
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尽行烧
灭。
Jer 50:33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
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
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
不肯释放。
Jer 50:34 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
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
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
Jer 50:35 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迦
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
的首领、与智慧人。
Jer 50:36 有刀剑临到矜夸的人、他
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
勇士、他们就惊惶。
Jer 50:37 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
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
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
物、就被抢夺。
Jer 50:38 有干旱临到他的众水、就
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
地、人因偶像而颠狂。
Jer 50:39 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
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
885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五十章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五十章

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伦、簸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
Jer 50:40 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
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
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 50:42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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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51:4 他们必在迦勒底人之地、
动、从地极来到。
被杀仆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
Jer 50:42 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
透。
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匉
Jer 51:5 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
訇。巴比伦城阿、〔城原文作女
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
子〕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
有被他的 神万军之耶和华丢
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弃。
Jer 50:43 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
Jer 51:6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
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
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
仿佛产难的妇人。
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
Jer 50:44 仇敌必像狮子从约但河边
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
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
施行报应。
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
Jer 51:7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
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
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
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
他的酒就颠狂了。
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
Jer 51:8 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
前站立得住呢。
为他哀号、为止他的疼痛、拿乳
Jer 50:45 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
香、或者可以治好。
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迦勒底
Jer 51:9 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
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
没有治好．离开他罢、我们各人
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
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
们的居所荒凉。
上天、达到穹苍。
Jer 50:46 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
Jer 51:10 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
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
义．来罢、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
声音。
耶和华我们 神的作为。
Jer 51:11 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
第五十一章
盾牌．耶和华定意攻击巴比伦、
Jer 51:1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
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玛代君王
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
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
在立加米的人。
为自己的殿报仇。
Jer 51:2 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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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51:23 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

比伦的城墙．要坚固了望台、派
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
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
的意、他已经作成。
Jer 51:13 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
51:19
阿、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 万有:
诗 103:19
满了。
耶 10:16
约 3:35
Jer 51:14 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 徒 10:36
9:5
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 罗
罗 11:36
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 林前 3:21
弗 1:22
Jer 51:15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西 1:16
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 来 1:2
苍。
Jer 51:16 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
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
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
风来。
Jer 51:17 各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
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
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
中并无气息．
Jer 51:18 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
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
Jer 51:19 雅各的分不像这些．因他
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
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
的名。
Jer 51:20 你是我争战的斧子、和打
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
用你毁灭列邦．
Jer 51:21 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
你打碎战车和坐在其上的．
Jer 51:22 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
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
碎壮丁和处女．

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
打碎省长和副省长。
Jer 51:24 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
前报复巴比伦人和迦勒底居民
在锡安所行的诸恶。
Jer 51:25 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
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
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
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
Jer 51:26 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
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
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51:27 要在境内竖立大旗、在各
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
伦、将亚拉腊、米尼、亚实基拿
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
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
Jer 51:28 使列国和玛代君王、与省
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
之人、都预备攻击他。
Jer 51:29 地必震动而瘠苦．因耶和
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
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
Jer 51:30 巴比伦的勇士止息争战、
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
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
火着起．门闩都折断了。
Jer 51:31 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
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
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
Jer 51:32 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
烧了、兵丁也惊慌了。
Jer 51:33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城原文作
女子〕好像踹谷的禾场．再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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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
Jer 51:34 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
51:34*
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 赛 27:1
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龙a*、将 51:37*
赛 13:22
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 赛 34:13
赛 35:7
腹、又将我赶出去。
赛 43:20
Jer 51:35 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 耶 14:6
耶 49:33
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 伯 30:29
44:19
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 诗
和合本译
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迦勒底的 作野狗,参
看:
尼 2:13
居民。
Jer 51:36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
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
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
*
Jer 51:37 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龙
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
无人居住。
Jer 51:38 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
像小狮子吼叫。
Jer 51:39 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
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
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
起．这是耶和华说的。
Jer 51:40 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
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Jer 51:41 示沙克〔就是巴比伦〕何竟
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
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
为荒场。
Jer 51:42 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
他被许多海浪遮盖。
Jer 51:43 他的城邑、变为荒场、旱
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
之地。
Jer 51:44 我必刑罚巴比伦的彼勒、

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
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
坍塌了。
Jer 51:45 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
出去、各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
华的烈怒。
Jer 51:46 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
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
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
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
攻击官长。
Jer 51:47 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
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抱愧．
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仆倒。
Jer 51:48 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
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
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
华说的。
Jer 51:49 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
的人仆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
也必在巴比伦仆倒。
Jer 51:50 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
不要站住．要在远方记念耶和华、
心中追想耶路撒冷。
Jer 51:51 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
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
殿的圣所。
Jer 51:52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
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
受伤的人必唉哼。
Jer 51:53 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
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
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
耶和华说的。
Jer 51:54 有哀号的声音、从巴比伦
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迦勒

a Jer 51:34 像龙 /yN]T^K^ 和合本译作像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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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人之地发出。
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
51:55
Jer 51:55 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
米的话到此为止。
匉訇:音烹
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 轰意大声
第五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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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52:1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
Jer 51:56 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
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
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 52:7
结 12:12
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 52:11 他母亲名叫哈慕他、是立拿人耶
结 12:13 利米的女儿。
的 神、必定施行报应。
Jer 52:2 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Jer 51:57 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
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
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
Jer 52:3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
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
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
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
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醒起。
Jer 52:4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
Jer 51:58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
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
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
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
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
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
民所劳碌的必致虚空、列国所劳
垒攻城。
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
Jer 52:5 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
Jer 51:59 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
家王十一年。
上巴比伦去的时候、玛西雅的孙
Jer 52:6 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
子尼利亚的儿子西莱雅与王同
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去．（西莱雅是王宫的大臣）先
Jer 52:7 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
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
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
Jer 51:60 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
出城逃跑、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
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
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
切话、写在书上。
Jer 52:8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
Jer 51:61 耶利米对西莱雅说、你到
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
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
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
Jer 51:62 又说、耶和华阿、你曾论
Jer 52:9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
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
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
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
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
永远荒凉。
Jer 52:10 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
Jer 51:63 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
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
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
犹大的一切首领．
Jer 51:64 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
Jer 52:11 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
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
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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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
52:31
Jer 52:12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
参看:
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 圣经年谱
犹大王约
前侍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 雅斤抬头
出监预表
入耶路撒冷、
耶稣从死
Jer 52:13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 里复活.
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
Jer 52:14 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Jer 52:15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
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
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
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
Jer 52:16 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
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
园、耕种田地。
Jer 52:17 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
的盆座、和铜海、迦勒底人都打
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
Jer 52:18 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
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Jer 52:19 杯、火鼎、碗、盆、灯台、调
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
也都带去了。
Jer 52:20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
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座下的
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
无法可称。
Jer 52:21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
四指、是空的．围十二肘。
Jer 52:22 柱上有铜顶、高五肘、铜
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
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
石榴。
Jer 52:23 柱子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榴．
耶利米书 (耶) Jer 第五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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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
Jer 52:24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
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的．
Jer 52:25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
丁的官、〔或作太监〕并在城里所
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
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
的国民六十个人。
Jer 52:26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
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Jer 52:27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
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
被掳去离开本地。
Jer 52:28 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
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
人三千零二十三名．
Jer 52:29 尼布甲尼撒十八年从耶路
撒冷掳去八百三十二人．
Jer 52:30 尼布甲尼撒二十三年、护
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七
百四十五名．共有四千六百人。
Jer 52:31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三十
七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使犹大王约雅
斤抬头、提他出监．
Jer 52:32 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
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
位、
Jer 52:33 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
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Jer 52:34 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
物、日日赐他一分．终身是这样、
直到他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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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1:1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

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1:15
赛 5:7
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 启 14:19
士 13:14
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
Lam 1:2 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
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
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
他、成为他的仇敌。
Lam 1:3 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
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
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
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
Lam 1:4 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
圣节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
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
自己也愁苦。
Lam 1:5 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
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
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
Lam 1:6 锡安城的威荣〔城原文作女
子下同〕、全都失去．他的首领、
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
前、无力行走。
Lam 1:7 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
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
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
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
Lam 1:8 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
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
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
叹息退后。
Lam 1:9 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
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
His Faith

891

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
华阿、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
敌夸大。
Lam 1:10 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
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
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
会中。
Lam 1:11 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
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
他们说、耶和华阿、求你观看、
因为我甚是卑贱。
Lam 1:12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
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要观看、
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
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
所受的苦。
Lam 1:13 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
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
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
凄凉发昏。
Lam 1:14 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
的、犹如轭绳缚在我颈项上．他
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
所不能敌挡的人手中。
Lam 1:15 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
招聚多人〔原文作大会〕攻击我、
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
民踹下、像在酒醡中一样。
Lam 1:16 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
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
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
因为仇敌得了胜。
Lam 1:17 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
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
人作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
间、像不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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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尽行杀戮．在锡安百姓的
帐棚上、倒出他的忿怒像火一样。
Lam 2:5 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
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
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号。
Lam 2:6 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
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
处、耶和华使圣节和安息日、在
锡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
中、藐视君王和祭司。
Lam 2:7 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
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
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
喧嚷、像在圣会之日一样。
Lam 2:8 耶和华定意拆毁锡安的城
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
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
哀、一同衰败。
Lam 2:9 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
将他的门闩毁坏、折断．他的君
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
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
象。
Lam 2:10 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
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
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
垂头至地。
Lam 2:11 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
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
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
的在城内街上发昏．
Lam 2:12 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
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
将要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那
里呢。
Lam 2:13 耶路撒冷的民哪、我可用

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
民哪、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
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
Lam 1:19 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
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
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
中绝气。
Lam 1:20 耶和华阿、求你观看、因
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
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
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
亡。
Lam 1:21 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
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
我所遭的患难．因你作这事他们
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
到、他们就像我一样。
Lam 1:22 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
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
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
甚多、心中发昏。

第二章
Lam 2:1 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

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
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
并不记念自己的脚凳。
Lam 2:2 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
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
保障、使这保障坍倒在地．他辱
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
Lam 2:3 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角、
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
他像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
Lam 2:4 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
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
耶利米哀歌 (哀) Lam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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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
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哪、我可拿
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
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
呢。
Lam 2:14 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
2:17
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申 31:16
-18
使你不至被掳．却为你见虚假和
2:20
诱惑的默示、以至使你被赶出本 申 28:57
王下 6:29
境。a
Lam 2:15 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
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
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
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么。
Lam 2:16 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
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
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
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
Lam 2:17 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
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
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
夸耀、使你敌人的角、也被高举。
Lam 2:18 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
的城墙阿、愿你流泪如河、昼夜
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
止。
Lam 2:19 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
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
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
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
告。
a Lam 2:14 你的先知...
lp@t*w+ aw+v* El* Wzj* Ey]a^yb!n+
¬Et@Wbv=} Et@yb!v= byv!h*l= En}w{u&-lu^ WLg]-aOw+
s .<yj!WDm^W aw+v* toac=m^ El* Wzj$Y\w~
和合本译作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
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
见虚假的默示、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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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2:20 耶和华阿、求你观看、见

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
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么．祭
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
杀戮么。
Lam 2:21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
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
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
们．你杀了、并不顾惜。
Lam 2:22 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
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
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
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
仇敌都杀净了。

第三章
Lam 3:1 我是因耶和华忿怒的杖、

遭遇困苦的人。
Lam 3:2 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
中、不行在光明里。
Lam 3:3 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
我。
Lam 3:4 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
断〔或作压伤〕我的骨头。
Lam 3:5 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原
文作苦胆〕和艰难围困我。
Lam 3:6 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
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Lam 3:7 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
能出去．他使我的铜炼沉重。
Lam 3:8 我哀号求救、他使我的祷
告、不得上达。
Lam 3:9 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
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
Lam 3:10 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
在隐密处。
Lam 3:11 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
耶利米哀歌 (哀) Lam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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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使我凄凉。
Lam 3:12 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
3:23
Lam 3:13 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 林后 5:17
3:38
的肺腑。
赛 45:7
Lam 3:14 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
终日以我为歌曲。
Lam 3:15 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
用茵蔯。
Lam 3:16 他又用沙石碜断我的牙、
用灰尘将我蒙蔽。
Lam 3:17 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
好处。
Lam 3:18 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
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
Lam 3:19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如
茵蔯和苦胆的困苦窘迫。
Lam 3:20 我魂不断的记念这些就忧
闷消沉。a
Lam 3:21 但有一件事 神使我想起、
我心里就大有指望。b
Lam 3:22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
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
不至断绝。
Lam 3:23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
信实c、极其广大。
Lam 3:24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
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Lam 3:25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
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Lam 3:26 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
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Lam 3:27 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
a Lam 3:20 我魂... .yv!p=n~ yl^u* ¬j~ovt*}¬w+} j~yv!t*w+
roKz+T! rokz` 和合本译作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
面忧闷。
b Lam 3:21但有... s .lyj!oa /K@-lu^ yB!l!-la# byv!
a* taz{ 和合本译作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c Lam 3:23 你的... .;t#n`Wma$ 和合本译作你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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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am 3:28 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

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
Lam 3:29 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
望。
Lam 3:30 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
满受凌辱。
Lam 3:31 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Lam 3:32 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
诸般的慈爱发怜悯。
Lam 3:33 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使人忧愁。
Lam 3:34 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原
文作压〕在脚下、
Lam 3:35 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
Lam 3:36 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
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
Lam 3:37 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
成呢。
Lam 3:38 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
么。
Lam 3:39 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
何发怨言呢。
Lam 3:40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
为、再归向耶和华。
Lam 3:41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
神
举手祷告。
Lam 3:42 我们犯罪背逆、你并不赦
免。
Lam 3:43 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
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
Lam 3:44 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至
祷告不得透入。
Lam 3:45 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
秽和渣滓。
Lam 3:46 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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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张口。
Lam 3:47 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
4:3*
都临近我们。
赛 13:22
Lam 3:48 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 赛 34:13
赛 35:7
眼泪下流如河。
赛 43:20
Lam 3:49 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 耶 14:6
耶 49:33
伯 30:29
息、
诗 44:19
Lam 3:50 直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 和合本译
作野狗,参
看。
看:
Lam 3:51 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 尼 2:13
使我的心伤痛。
4:6
耶 23:14
Lam 3:52 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
像追雀鸟一样。
Lam 3:53 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
绝、并将石头抛在我身上。
Lam 3:54 众水流过我头．我说、我
命断绝了。
Lam 3:55 耶和华阿、我从深牢中求
告你的名。
Lam 3:56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
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
Lam 3:57 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
我、说、不要惧怕。
Lam 3:58 主阿、你伸明了我的冤．
你救赎了我的命。
Lam 3:59 耶和华阿、你见了我受的
委屈．求你为我伸冤。
Lam 3:60 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
都看见了。
Lam 3:61 耶和华阿、你听见他们辱
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
计、
Lam 3:62 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
设的计谋。
Lam 3:63 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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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我为歌曲。
Lam 3:64 耶和华阿、你要按着他们
手所作的、向他们施行报应。
Lam 3:65 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
你的咒诅临到他们。
Lam 3:66 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
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

第四章
Lam 4:1 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

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
Lam 4:2 锡安宝贵的众子、好比精
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作的
瓦瓶。
*
Lam 4:3 龙 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
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
的鸵鸟一般。
Lam 4:4 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
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擘给
他们。
Lam 4:5 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
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
子的、现今躺卧粪堆．
Lam 4:6 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
多玛的罪还大．所多玛虽然无人
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
Lam 4:7 锡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
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
红宝玉〔或作珊瑚〕更红、像光润
的蓝宝石一样。
Lam 4:8 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
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
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
木。
Lam 4:9 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
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
衰弱、渐渐消灭。
耶利米哀歌 (哀) Lam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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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4:21 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哪、只

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
作为食物。
Lam 4:11 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
倒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着起、4:20
太 26:56
烧毁锡安的根基。
Lam 4:12 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
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
撒冷的城门。
Lam 4:13 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
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
人的血。
Lam 4:14 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
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
的衣服。
Lam 4:15 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
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
们逃走飘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
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
Lam 4:16 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
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
也不厚待长老。
Lam 4:17 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
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
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
Lam 4:18 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
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
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
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
Lam 4:19 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
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
旷野埋伏、等候我们。
Lam 4:20 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
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
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
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

管欢喜快乐．苦杯也必传到你那
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
Lam 4:22 锡安的民哪、你罪孽的刑
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
掳去。以东的民哪、他必追讨你
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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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Lam 5:1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们

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
辱。
Lam 5:2 我们的产业、归与外邦人．
我们的房屋、归与外路人。
Lam 5:3 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
的母亲、好像寡妇。
Lam 5:4 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
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
Lam 5:5 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
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Lam 5:6 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
人、为要得粮吃饱。
Lam 5:7 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
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Lam 5:8 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
们脱离他们的手。
Lam 5:9 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
着险、才得粮食。
Lam 5:10 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
就黑如炉。
Lam 5:11 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
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
Lam 5:12 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
尊敬老人的面。
Lam 5:13 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
柴、都绊跌了。
Lam 5:14 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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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不再作乐。
Lam 5:15 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
舞变为悲哀。
Lam 5:16 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
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
Lam 5:17 因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
我们的眼睛昏花。
*
Lam 5:18 锡安山荒凉、野狗 〔或作
狐狸〕行在其上。
Lam 5:19 耶和华阿、你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存到万代。
Lam 5:20 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
何许久离弃我们。
Lam 5:21 耶和华阿、求你使我们向
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
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Lam 5:22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
们大发烈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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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

Eze 1:13 至于四活物的形像、就如

(结) Eze

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
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
第一章
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
*
1:1*:
Eze 1:1 当三十年 四月初五日、以
年或作岁; Eze 1:14 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
西结〔原文作我〕在迦巴鲁河边、 对比: 光一闪。
创 5:3-5
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
创 1:14
Eze 1:15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
神的异象。
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
1:2*:
约 593BC
Eze 1:2 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五
列王年表 Eze 1:16 轮的形状和颜色、〔原文作
年*四月初五日、
作法〕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
1:2
Eze 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鲁河 王下
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轮中
24:12
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 斯 2:6 套轮。
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 1:3
Eze 1:17 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
耶 1:1
〔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
能直行、并不掉转。
1:18
Eze 1:4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
Eze 1:18 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
启 4:6
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
轮辋周围满有眼睛。
1:22*
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 创 1:6 Eze 1:19 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
诗 19:1
好像光耀的精金。
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
结 10:1
Eze 1: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 但 12:3
Eze 1:20 灵往那里去、活物就往那
形像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 1:24* 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
启 1:15
人的形像。
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Eze 1:6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Eze 1:21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
Eze 1:7 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
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
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
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
Eze 1:8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
物的灵在轮中。
*
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
Eze 1:22 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 的
是这样．
形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
Eze 1:9 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
在活物的头以上。
身、俱各直往前行。
Eze 1:23 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
Eze 1:10 至于脸的形像、前面各有
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
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
膀遮体。
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Eze 1:24 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
Eze 1:11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
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
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
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哄嚷的
Eze 1:12 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
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
那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
膀垂下。
并不转身。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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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1:25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

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
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
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
翅膀垂下。
惶。
1:28*
Eze 1: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
Eze 2:7 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
但 8:17
有宝座的形像、仿佛蓝宝石．在 但 10:9-10 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
徒 9:4
宝座形像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启 1:17 悖逆的。
Eze 1:27 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 2:2
Eze 2:8 人子阿、要听我对你所说的
但 10:19
光耀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
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
3:3
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
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
启 10:10
状、周围也有光辉。
Eze 2:9 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
3:5
Eze 1:28 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 赛 33:19 出来、手中有一书卷。
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 3:7
Eze 2:10 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
路
10:16
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像． 约 8:47 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
我一看见就仆倒*面伏于地a、又 约一 4:6 号、叹息、悲痛的话。
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第三章

第二章

Eze 3:1 他对我说、人子阿、要吃你

Eze 2:1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站起

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
色列家讲说。
Eze 3:2 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
书卷。
Eze 3:3 又对我说、人子阿、要吃我
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
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
蜜。
Eze 3:4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往以
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
讲说。
Eze 3:5 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
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
往以色列家去。
Eze 3:6 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
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
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听从你。
Eze 3:7 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
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

来、我要和你说话。
Eze 2:2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
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
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Eze 2:3 他对我说、人子阿、我差你
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
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
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
Eze 2:4 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
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
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Eze 2:5 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
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
间有了先知。
Eze 2:6 人子阿、虽有荆棘和蒺藜在
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
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
a Eze 1:28 就仆... yn~P*-lu^ lP)a#w` 和合本译作俯伏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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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
Eze 3:8 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
3:27
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 启 2:7
Eze 3:9 我使你的额像金钢钻、比火
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
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
色惊惶。
Eze 3:10 他又对我说、人子阿、我对
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
耳中听闻。
Eze 3:11 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
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
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
耶和华说的。
Eze 3:12 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
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
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
耀是该称颂的。
Eze 3:13 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
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
的响声。
Eze 3:14 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
我心中甚苦、灵性忿激．并且耶
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我身上
大有能力。
Eze 3:15 我就来到提勒亚毕住在迦
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
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忧忧闷
闷地坐了七日。
Eze 3:16 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
到我说、
Eze 3:17 人子阿、我立你作以色列
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
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Eze 3:18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
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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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
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
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
作血〕
Eze 3:19 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

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
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
了罪。
Eze 3:20 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
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
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
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
记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原文作血〕
Eze 3:21 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

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
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
Eze 3:22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
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
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
说话。
Eze 3:23 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
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迦
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
我就仆倒面伏于地a。
Eze 3:24 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
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
去、将门关上。
Eze 3:25 人子阿、人必用绳索捆绑
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
往。
Eze 3:26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
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
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Eze 3:27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
a Eze 3:23 我就... .yn`P*-lu^ lP)a#w` 和合本译作我就
俯伏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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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
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
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
之家。

喝一欣六分之一、按时而喝。
Eze 4:12 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
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
Eze 4:13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
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
第四章
吃不洁净的食物。
4:4-6
Eze 4:1 人子阿、你要拿一块砖、摆
担当罪孽: Eze 4:14 我说、哎、主耶和华阿、我
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 出 28:38 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
利 5:1
画在其上。
利 5:17
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
利 7:18
Eze 4:2 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 利 10:17 的 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
、
。
16:22
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 利
民 14:33 Eze 4:15 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
Eze 4:3 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 赛 53:11 你牛粪代替人粪 你要将你的饼
、
来 9:28
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
烤在其上。
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作 4:6
民 14:34 Eze 4:16 他又对我说、人子阿、我必
以色列家的预兆。
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
5:2
Eze 4:4 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 亚 13:8
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
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 5:4
两、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制子、
赛 10:22
数、担当他们的罪孽．
罗 9:27
惊惶而喝．
Eze 4:5 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
Eze 4:17 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
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
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
是三百九十日、你要这样担当以
第五章
色列家的罪孽。
Eze 4:6 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
Eze 5:1 人子阿、你要拿一把快刀、
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
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
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
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
一年。
Eze 5:2 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
Eze 4:7 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
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
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
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
Eze 4:8 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
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
辗转、直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
追赶。
Eze 4:9 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
Eze 5:3 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
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
襟里．
皿中、用以为自己作饼、要按你
Eze 5:4 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
侧卧的三百九十日吃这饼。
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
Eze 4:10 你所吃的、要按分两吃、每
以色列全家。
日二十舍客勒、按时而吃。
Eze 5:5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
Eze 4:11 你喝水也要按制子、每日
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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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
Eze 5:6 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
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
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
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
Eze 5:7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
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
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
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
满意．
Eze 5:8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
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
在你中间、施行审判。
Eze 5:9 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
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
后我也不再照着行。
Eze 5:10 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
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
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
方。〔方原文作风〕
Eze 5:11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
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
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
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
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
Eze 5:12 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
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
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
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方
原文作风〕并要拔刀追赶他们。
Eze 5:13 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
我向他们发的忿怒止息了、自己
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
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
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
Eze 5:14 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六章

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
荒凉和羞辱。
Eze 5:15 这样、我必以怒气和忿怒、
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
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
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
耶和华说的。
Eze 5:16 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
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
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
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
Eze 5:17 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
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
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
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第六章
Eze 6: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6:2 人子阿、你要面向以色列的

众山说预言、
Eze 6:3 说、以色列的众山哪、要听
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
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
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
的邱坛。
Eze 6:4 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
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
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
Eze 6:5 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
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
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
Eze 6:6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
变为荒场、邱坛必然凄凉、使你
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
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
工作被毁灭。
Eze 6:7 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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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6:8 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
6:9
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 伯 42:6
约 12:25
刀剑的人。
Eze 6:9 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
到的各国中记念我、为他们心中
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远
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
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
Eze 6:10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
并非空话。
Eze 6:11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
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
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
刀剑、饥荒、瘟疫之下。
Eze 6:12 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
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
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
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
中所定的。
Eze 6:13 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
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
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
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
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6:14 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
们的地从旷野到第伯拉他一切
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

第七章
Eze 7: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7:2 人子阿、主耶和华对以色列

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
地的四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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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7:3 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

必使我的怒气归与你、也必按你
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
事刑罚你。
Eze 7:4 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
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
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
道我是耶和华。
Eze 7:5 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
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
Eze 7:6 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
兴起．看哪、来到了。
Eze 7:7 境内的居民哪、所定的灾临
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
是哄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
Eze 7:8 我快要将我的忿怒倾在你
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
憎的事刑罚你。
Eze 7:9 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
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
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
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
Eze 7:10 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
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
骄傲已经发芽。
Eze 7:11 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
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
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
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
Eze 7:12 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
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
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
Eze 7:13 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
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异象关乎
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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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
Eze 7:14 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
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
到他们众人身上。
Eze 7:15 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
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
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
灭他。
Eze 7:16 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
各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
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
Eze 7:17 手都发软、膝弱如水。
Eze 7:18 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兢所
盖．各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
Eze 7:19 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
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
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
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
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作了他们
罪孽的绊脚石。
Eze 7:20 论到耶和华妆饰华美的殿、
他建立得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
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
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
Eze 7:21 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
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
他们也必亵渎这殿。
Eze 7:22 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
他们亵渎我隐密之所、强盗也必
进去亵渎。
Eze 7:23 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
满流血的罪、城邑充满强暴的事。
Eze 7:24 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
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
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
要被亵渎。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八章

Eze 7:25 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

安、却无平安可得。
Eze 7:26 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
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
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
都必断绝。
Eze 7:27 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
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
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
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

第八章
Eze 8:1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

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原文作
手〕降在我身上。
Eze 8:2 我观看、见有形像仿佛火的
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
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
光耀的精金。
Eze 8:3 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
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
到天地中间、在 神的异象中、
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
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坐
位、就是惹动忌邪的。
Eze 8:4 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
神
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
一样。
Eze 8:5
神对我说、人子阿、你举
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
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
忌邪的偶像。
Eze 8:6 又对我说、人子阿、以色列
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
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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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么．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
的事。
Eze 8:7 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
9:1-6
启 7:2-3
见墙上有个窟窿。
Eze 8:8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要挖 9:6
耶 9:25
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
耶 25:29
彼前 4:17
Eze 8:9 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
里所行可憎的恶事。
Eze 8:10 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
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
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Eze 8:11 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
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
雅撒尼亚也站在其中．各人手拿
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
Eze 8:12 他对我说、人子阿、以色列
家的长老暗中在各人画像屋里
所行的、你看见了么．他们常说、
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
离弃这地。
Eze 8:13 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
另外行大可憎的事。
Eze 8:14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
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
坐着、为搭模斯哭泣。
Eze 8:15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看见
了么．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
事。
Eze 8:16 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
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
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
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
拜日头。
Eze 8:17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看见
了么．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
还算为小么。他们在这地遍行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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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
条举向鼻前。
Eze 8:18 因此、我也要以忿怒行事、
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
是不听。

第九章
Eze 9:1 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

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
命的兵器前来。
Eze 9:2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
门而来、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
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
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
旁。
Eze 9:3 以色列
神的荣耀本在基
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
槛． 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
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
Eze 9:4 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
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
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
额上。
Eze 9:5 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
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
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
可怜他们．
Eze 9:6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
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
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
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
杀起。
Eze 9:7 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
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
罢．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
Eze 9:8 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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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
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
华阿、你将忿怒倾在耶路撒冷、
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
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
中、那人就拿出去了。
绝么。
Eze 10:8 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
Eze 9:9 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
有人手的样式。
10:18
路
22:42
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
Eze 10:9 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
结 8:1
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 但 9:27:一 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
七之半
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
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
不见我们．
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
Eze 9:10 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
〔原文作形状〕仿佛水苍玉。
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
Eze 10:10 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
在他们头上。
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
Eze 9:11 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
Eze 10:11 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
盒子的人、将这事回覆说、我已
能直行、并不掉转、头向何方、
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
不掉转。
第十章
Eze 10:12 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
Eze 10:1 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
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
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
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
仿佛宝座的形像。
Eze 10:13 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
Eze 10:2 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
见说、是旋转的。
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
Eze 10:14 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
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
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
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
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
Eze 10:3 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
Eze 10:15 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
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
在迦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
Eze 10:4 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
Eze 10:16 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
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
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
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
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
光辉充满。
Eze 10:17 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
Eze 10:5 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
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
院、好像全能 神说话的声音。
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Eze 10:6 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
Eze 10:18 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
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
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
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
Eze 10:19 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
边。
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
Eze 10:7 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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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
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
色列 神的荣耀。
Eze 10:20 这是我在迦巴鲁河边所
11:3
见以色列 神荣耀以下的活物、 结 11:15
亚 14:21
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
Eze 10:21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
Eze 10:22 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
体的形像、是我从前在迦巴鲁河
边所看见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

第十一章
Eze 11:1 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

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
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
首领押朔的儿子雅撒尼亚、和比
拿雅的儿子毗拉提。
Eze 11:2 耶和华对我说、人子阿、这
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
人设恶谋。
Eze 11:3 他们说、不要靠近这城盖
房屋a、这城是锅、我们是肉。
Eze 11:4 人子阿、因此、你当说预言、
说预言攻击他们。
Eze 11:5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
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阿、你们口中所说的、
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
Eze 11:6 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
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
Eze 11:7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
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
去。
a Eze 11:3 他们... <yT!B* tonB= borq`b= aO <yr]m=a)h*
和合本译作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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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11:8 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

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11:9 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
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
中间施行审判。
Eze 11:10 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
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11:11 这城必不作你们的锅、你
们也不作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
列的境界审判你们．
Eze 11:12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
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
四围列国的恶规。
Eze 11:13 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
雅的儿子毗拉提死了．于是我俯
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
和华阿、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
灭绝净尽么。
Eze 11:14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11:15 人子阿、耶路撒冷的居民、
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
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
你们远离耶和华罢、这地是赐给
我们为业的。
Eze 11:16 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
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
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
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
他们的圣所。
Eze 11:17 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
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
列地赐给你们。
Eze 11:18 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一章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一章

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
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
11:19
Eze 11:19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去一样。
耶 31:33
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 林后 3:3 Eze 12:5 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
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 11:23 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
结 10:18
肉心．
Eze 12:6 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
亚 14:4
徒 1:12
Eze 11:20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
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
12:2
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作我的
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作以色
赛 6:9
太 13:14 列家的预兆。
子民、我要作他们的 神。
可 4:12
Eze 11:21 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
Eze 12:7 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
路 8:10
约 12:40
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 徒 28:26 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
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 罗 11:8 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
林后 3:14说的。
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
15
Eze 11:22 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 12:6
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
结 12:12
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 结 12:13 Eze 12:8 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
耶 52:7
有以色列 神的荣耀。
到我说、
耶 52:11
Eze 11:23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
Eze 12:9 人子阿、以色列家、就是那
12:12-13
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耶 52:11 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作
Eze 11:24 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藉
什么呢。
着 神的灵、将我带进迦勒底地、
Eze 12:10 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
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
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
就离我上升去了。
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
〔原文作担子〕
Eze 11:25 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
Eze 12:11 你要说、我作你们的预兆、
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
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
第十二章
样、他们必被掳去。
Eze 12: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12:12 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
Eze 12:2 人子阿、你住在悖逆的家
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
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
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
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
Eze 12:3 所以人子阿、你要预备掳
见地。
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
Eze 12:13 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
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
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
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
必带他到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
摩思想。
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
Eze 12:4 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
地。
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
Eze 12:14 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
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
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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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原文作风〕也要拔刀追赶他

的。

们。

Eze 12:26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12:15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

12:25

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 可 13:30
13:4*
是耶和华。
哀 5:18
Eze 12:16 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
耶 9:11
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 启 19:20
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 13:5*
士 21:15
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诗 106: 23
赛 58:12
Eze 12:17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结 22:30
摩 9:11
Eze 12:18 人子阿、你吃饭必胆战、
喝水必惶惶忧虑。
Eze 12:19 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
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
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
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
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
废、一无所存。
Eze 12:20 有居民的城邑必变为荒
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
道我是耶和华。
Eze 12:2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12:22 人子阿、在你们以色列地、
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
切异象都落了空呢。
Eze 12:23 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
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
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
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
象必都应验。
Eze 12:24 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
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
Eze 12:25 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
定成就、不再耽延．你们这悖逆
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
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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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12:27 人子阿、以色列家的人说、

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
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
远的时候。
Eze 12:28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
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
耽延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
是主耶和华说的。

第十三章
Eze 13: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13:2 人子阿、你要说预言攻击

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
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
和华的话。
Eze 13:3 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
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
意、却一无所见。
Eze 13:4 以色列阿、你的先知好像
荒场中的狐狸*．
*
Eze 13:5 没有上去堵挡破口 、也没
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
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阵上站立得
住。
Eze 13:6 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
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
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
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
定。
Eze 13:7 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
象么．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么．
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
我没有说。
Eze 13:8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
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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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13:9 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
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
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
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
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Eze 13:10 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
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
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
的灰抹上。
Eze 13:11 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
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
暴雨漫过．大冰雹阿、你们要降
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
Eze 13:12 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
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
那里呢。
Eze 13:13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
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
雹、毁灭这墙。
Eze 13:14 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
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
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
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
耶和华。
Eze 13:15 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
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
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
人都没有了。
Eze 13:16 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
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
为这城见了平安的异象、其实没
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13:17 人子阿、你要面向本民中、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四章

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
击他们、
Eze 13:18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
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
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作下垂的
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
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
己将人救活么。
Eze 13:19 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
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
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
救活不该活的人。
Eze 13:20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
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
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
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
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
的人。
Eze 13:21 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
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
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
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13:22 我不使义人伤心、你们却
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
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
活．
Eze 13:23 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
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
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

第十四章
Eze 14:1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

里来、坐在我面前。
Eze 14:2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Eze 14:3 人子阿、这些人已将他们
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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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
们求问么。
Eze 14:4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
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
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
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就了先
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
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

们的
14:4
民 22:20
士 20:23
帖后 2:11

14:14
伯 1:1
结 14:20
雅 5:11

〔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
他〕
Eze 14:5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

住他们、因为他们都藉着假神与
我生疏。
Eze 14:6 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罢、离开
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
可憎的事．
Eze 14:7 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
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
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
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就了
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
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
Eze 14:8 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作
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
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14:9 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
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
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
列中除灭。
Eze 14:10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
都是一样．
Eze 14:11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
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
自己、只要作我的子民、我作他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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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14:12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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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14:13 人子阿、若有一国犯罪干

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
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
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
除。
Eze 14:14 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
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
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14:15 我若使恶兽经过蹧践那
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
人都不得经过．
Eze 14:16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
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
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
Eze 14:17 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
说、刀剑哪、要经过那地、以致
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
Eze 14:18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
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
自己得救。
Eze 14:19 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
使我灭命〔原文作带血〕的忿怒
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
剪除．
Eze 14:20 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
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
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
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
性命。
Eze 14:21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
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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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
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么。
Eze 14:22 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
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
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
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
祸、便得了安慰。
Eze 14:23 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
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
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
主耶和华说的。

第十六章
Eze 16: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16:2 人子阿、你要使耶路撒冷

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
Eze 16:3 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
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
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
母亲是赫人。
Eze 16:4 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
初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
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
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
裹你。
Eze 16:5 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
作一件这样的事怜恤你、但你初
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厌
恶。
Eze 16:6 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
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
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
活。
Eze 16:7 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
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至极其俊
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
仍然赤身露体。
Eze 16:8 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
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
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
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16:9 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
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
Eze 16:10 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
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
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
Eze 16:11 又用妆饰打扮你、将镯子

第十五章
Eze 15: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15:2 人子阿、葡萄树比别样树

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有
什么好处。
Eze 15:3 其上可以取木料作什么工
用、可以取来作钉子挂什么器皿
么。
Eze 15:4 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
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
烧了、还有益于工用么。
Eze 15:5 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
么工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
乎什么工用么。
Eze 15: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
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他在
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
的居民。
Eze 15:7 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
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
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
道我是耶和华。
Eze 15:8 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
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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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
Eze 16:12 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
16:13
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 启 18:7
鸿 2:7
冠戴在你头上。
16:31*
Eze 16:13 这样、你就有金银的妆饰、耶 11:13
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 路 13:26
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
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
Eze 16:14 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
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
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16:15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
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
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
Eze 16:16 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
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
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
Eze 16:17 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
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
与他行邪淫．
Eze 16:18 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
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
他跟前．
Eze 16:19 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
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
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16:20 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
女焚献给他。
Eze 16:21 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
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经火归与
他么。
Eze 16:22 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
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
滚在血中的日子。
Eze 16:23 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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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
了）
Eze 16:24 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
在各街上作了高台。
Eze 16:25 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
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
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
Eze 16:26 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
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
惹我发怒。
Eze 16:27 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
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
你的非利士众女、〔众女是城邑的
意思本章下同〕使他们任意待你．
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
Eze 16:28 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
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
意。
Eze 16:29 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
易之地、就是迦勒底、你仍不满
意。
Eze 16:30 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
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
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
Eze 16:31 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
圆顶花楼、在各街上*作了高台、
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
Eze 16:32 哎、你这行淫的妻阿、宁
肯接外人不接丈夫。
Eze 16:33 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
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
四围来与你行淫。
Eze 16:34 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
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
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
的妇女相反。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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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要听耶和华

Eze 16:45 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

的话．
Eze 16:36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

16:35
赛 1:21

污秽倾泄了、你与你所爱的行淫
16:46
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 哀 4:6
赛 1:10
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
Eze 16:37 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
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
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
体露出、使他们看尽了。
Eze 16:38 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
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
我因忿怒忌恨、使流血的罪归到
你身上。
Eze 16:39 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
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
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
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
露体。
Eze 16:40 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
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
你。
Eze 16:41 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
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
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与人。
Eze 16:42 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
忿怒、我的忌恨也要离开你、我
要安静不再恼怒。
Eze 16:43 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
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
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
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
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16:44 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
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
样。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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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
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
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Eze 16:46 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他
和他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
妹是所多玛、他和他的众女住在
你右边。
Eze 16:47 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
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作、你
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
他们更坏。
Eze 16:48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
永生起誓、你妹妹所多玛、与他
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
的事。
Eze 16:49 看哪、你妹妹所多玛的罪
孽是这样、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
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
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
Eze 16:50 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
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
Eze 16:51 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
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
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
的事、倒显为义。
Eze 16:52 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
〔为义或作当受羞辱〕就要担当自
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
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
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
抱愧担当自己的羞辱。
Eze 16:53 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
就是叫所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
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
掳的、都要归回．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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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16:54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

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
慰、你就抱愧。
Eze 16:55 你的妹妹所多玛和他的
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
他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
归回原位。
Eze 16:56-57 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
恶行没有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
提你的妹妹所多玛．那受了凌辱
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利士
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
Eze 16:58 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
的事、你已经担当了。
Eze 16:59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
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
所行的待你。
Eze 16:60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
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
永约。
Eze 16:61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
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
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
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
Eze 16:62 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16:63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
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
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7:2
诗 49:4
诗 78:2
箴 1:6
太 13:11

第十七章
Eze 17: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17:2 人子阿、你要向以色列家

出谜语、设比喻、
Eze 17:3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
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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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彩色俱备、来到利巴嫩、将
香柏树梢拧去．
Eze 17:4 就是折去香柏树尽尖的嫩
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
中．
Eze 17:5 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
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
树。
Eze 17:6 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
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
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
生出枝子、发出小枝。
Eze 17:7 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
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畦中、向
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
他的浇灌。
Eze 17:8 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
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
葡萄树。
Eze 17:9 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鹰岂不拔
出他的根来、芟除他的果子、使
他枯干、使他发的嫩叶都枯干了
么．也不用大力和多民、就拔出
他的根来。
Eze 17:10 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
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
么、必在生长的畦中枯干了。
Eze 17:1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17:12 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
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么．你
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
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
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
Eze 17:13 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
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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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势力的人掳去．
Eze 17:14 使国低微不能自强、惟因
18:7
太 25:35
守盟约得以存立。
Eze 17:15 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
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
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
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
能逃脱呢。
Eze 17:16 他轻看向王所起的誓、背
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
在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京都。
Eze 17:17 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
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
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
帮助他。
Eze 17:18 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
已经投降、却又作这一切的事、
他必不能逃脱。
Eze 17:19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
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
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
Eze 17:20 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
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
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
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
Eze 17:21 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
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
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你们就
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
Eze 17:22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
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尽尖
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
山上．
Eze 17:23 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

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
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
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
Eze 17:24 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
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
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
如此说、也如此行了。

第十八章
Eze 18: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18:2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

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
的牙酸倒了呢。
Eze 18:3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
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
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Eze 18:4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
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
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Eze 18:5 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
合理的事．
Eze 18:6 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
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
的经期内亲近他、
Eze 18:7 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
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
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Eze 18:8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
不作罪孽、在两人之间、按至理
判断、
Eze 18:9 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
典章、按信实a行事、这人是公义
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
a Eze 18:9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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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
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
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
自己。
Eze 18:21 恶人若回头离开所作的
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
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
不至死亡．
Eze 18:22 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
被记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
Eze 18:23 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
岂是我喜悦的么．不是喜悦他回
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么。
Eze 18:24 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
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
而行、他岂能存活么．他所行的
一切义、都不被记念、他必因所
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Eze 18:25 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阿、你们当听、我的道
岂不公平么、你们的道岂不是不
公平么。
Eze 18:26 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
孽死亡、他是因所作的罪孽死亡。
Eze 18:27 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
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
必将性命救活了．
Eze 18:28 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
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
亡。
Eze 18:29 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
公平．以色列家阿、我的道岂不
公平么、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
么。
Eze 18:30 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
家阿、我必按你们各人所行的审

Eze 18:10-11 他若生一个儿子作强盗、

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
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
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
Eze 18:12 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
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
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
Eze 18:13 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
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
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
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
他身上。〔罪原文作血〕
Eze 18:14 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
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有古卷
作思量〕不照样去作．
Eze 18:15 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
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邻舍的妻、
Eze 18:16 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
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
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
身的人穿、
Eze 18:17 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
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
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
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
孽死亡、定要存活。
Eze 18:18 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
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
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Eze 18:19 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
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
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
例、他必定存活。
Eze 18:20 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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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
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
们败亡．
Eze 18:31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
过、尽行抛弃、要造一个新心、
和新灵给你们a．以色列家阿、你
们何必死亡呢。
Eze 18:32 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
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
活。

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
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
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
Eze 19:10 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
极其茂盛、〔原文作在你血中〕栽
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
满生枝子。
Eze 19:11 生出坚固的枝干、可作掌
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
枝中、而且他生长高大、枝子繁
多．远远可见。
Eze 19:12 但这葡萄树、因忿怒被拔
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
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
烧毁了。
Eze 19:13 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
之地。
Eze 19:14 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烧
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
作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
用以作哀歌。

第十九章
Eze 19:1 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

歌、
Eze 19:2 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

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
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
Eze 19:3 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
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
Eze 19:4 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
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
去。
Eze 19:5 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
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
少壮狮子。
Eze 19:6 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
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
Eze 19:7 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
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因他咆哮
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
荒废。
Eze 19:8 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
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
他们的坑中。
Eze 19:9 他们用钩子钩住他、将他

第二十章
Eze 20:1 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

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
坐在我面前。
Eze 20:2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0:3 人子阿、你要告诉以色列
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来是求问我么．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
你们求问。
Eze 20:4 人子阿、你要审问审问他
们么．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
那些可憎的事、
Eze 20:5 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
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

a Eze 18:31 要造... hv*d`j& j~Wrw+ vd`j* bl@ <k#l*
Wcu&w~ 和合本译作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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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
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
们的 神。
Eze 20:6 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
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察看
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
是有荣耀的。
Eze 20:7 我对他们说、你们各人要
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
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
和华你们的 神。
Eze 20:8 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
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
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
说、我要将我的忿怒倾在他们身
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
所定的。
Eze 20:9 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
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
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
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
向他们显现。
Eze 20:10 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
地、领他们到旷野、
Eze 20:11 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
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
必因此活着。
Eze 20:12 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
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
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
成为圣的。
Eze 20:13 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
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
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
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
说、要在旷野将我的忿怒倾在他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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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上、灭绝他们．
Eze 20:14 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
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
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
Eze 20:15 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
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
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
是有荣耀的．
Eze 20:16 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
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
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
Eze 20:17 虽然如此、我眼仍顾惜他
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
们灭绝净尽。
Eze 20:18 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
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
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
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
Eze 20:19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
我的典章、
Eze 20:20 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
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
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Eze 20:21 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
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
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
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
要将我的忿怒倾在他们身上、在
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Eze 20:22 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
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
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
眼前被亵渎．
Eze 20:23 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
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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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邦．
Eze 20:24 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
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
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
像。
Eze 20:25 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
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
Eze 20:26 因他们将一切头生的经
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供献的事
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
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20:27 人子阿、你要告诉以色列
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
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
Eze 20:28 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起
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
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
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
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
祭。
Eze 20:29 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
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
字叫巴麻直到今日。
Eze 20:30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仍照你们
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么．仍照他
们可憎的事行邪淫么。
Eze 20:31 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
子经火的时候、仍将一切偶像玷
污自己、直到今日么．以色列家
阿、我岂被你们求问么．主耶和
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
必不被你们求问。
Eze 20:32 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
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事奉木头
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章

不能成就。
Eze 20:33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
永生起誓、我总要作王、用大能
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
来的忿怒治理你们。
Eze 20:34 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
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忿怒、将
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
列国内聚集你们。
Eze 20:35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
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
Eze 20:36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
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
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20:37 我必使你们从杖下经过、
使你们被约拘束．
Eze 20:38 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净叛
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
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
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
Eze 20:39 以色列家阿、至于你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
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事奉偶像、
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
像亵渎我的圣名。
Eze 20:40 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
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
列的全家、都要事奉我、我要在
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
和初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
Eze 20:41 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
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
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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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21:4 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

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
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
Eze 20:43 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
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作的
一切恶事厌恶自己。
Eze 20:44 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阿、
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
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
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20:45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0:46 人子阿、你要面向南方、
向南滴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
树林．
Eze 20:47 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
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必使火在你中间着起、烧灭你中
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
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
脸面都被烧焦。
Eze 20:48 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
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
灭。
Eze 20:49 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
阿、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
比喻的么。

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
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
Eze 21:5 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
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
Eze 21:6 人子阿、你要叹息．在他们
眼前弯着腰、苦苦地叹息。
Eze 21:7 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
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
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
衰败、膝弱如水．看哪、这灾祸
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21:8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1:9 人子阿、你要预言、耶和华
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
磨快擦亮的．
Eze 21:10 磨快为要行杀戮、擦亮为
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么．罚
我子的杖藐视各树。
Eze 21:11 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
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擦亮、
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
Eze 21:12 人子阿、你要呼喊哀号．
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
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
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
Eze 21:13 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
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
耶和华说的。
Eze 21:14 人子阿、你要拍掌预言．
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
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
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
是这刀。
Eze 21:15 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

第二十一章
Eze 21: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1:2 人子阿、你要面向耶路撒

冷和圣所滴下预言、攻击以色列
地．
Eze 21:3 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
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
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
剪除。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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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
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哎、
这刀造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
行杀戮。
Eze 21:16 刀阿、你归在右边、摆在
左边、你面向那方、就向那方杀
戮。
Eze 21:17 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
忿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Eze 21:18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21:19 人子阿、你要定出两条路、
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
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
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
Eze 21:20 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
到亚扪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
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
撒冷。
Eze 21:21 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
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
摇签、〔原文作箭〕求问神像、察
看牺牲的肝．
Eze 21:22 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
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
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
以撞城锤、攻打城门。
Eze 21:23 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
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
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
他们捉住。
Eze 21:24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
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记
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
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记念、就
被捉住。
Eze 21:25 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二章

列王阿、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
的日子已到．
Eze 21:26 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
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
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
Eze 21:27 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
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直
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
他。
Eze 21:28 人子阿、要发预言说、主
耶和华论到亚扪人、和他们的凌
辱、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拔
出来的刀、已经擦亮、为行杀戮、
使他像闪电以行吞灭。
Eze 21:29 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行
谎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伤之
恶人的颈项上．他们罪孽到了尽
头、受报的日子已到。
Eze 21:30 你将刀收入鞘罢。在你受
造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
Eze 21:31 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
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
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
手中。
Eze 21:32 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
血必流在国中．你必不再被记念．
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第二十二章
Eze 22: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22:2 人子阿、你要审问审问这

流人血的城么．当使他知道他一
切可憎的事。
Eze 22:3 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哎、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
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又作偶像
玷污自己、陷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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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22:15 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

罪．你作了偶像、就玷污自己、
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
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
和列邦的讥诮。
Eze 22:5 你这名臭、多乱的城阿、那
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
你。
Eze 22:6 看哪、以色列的首领、各逞
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
Eze 22:7 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
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
的。
Eze 22:8 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
了我的安息日。
Eze 22:9 在你中间有谗谤人流人血
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
有行淫乱的。
Eze 22:10 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
羞辱父亲的．有玷辱月经不洁净
之妇人的。
Eze 22:11 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
的事．那人贪淫玷污儿妇．还有
玷辱同父之姐妹的。
Eze 22:12 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
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
无餍、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
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22:13 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
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
叹息。
Eze 22:14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
的心还能忍受么．你的手还能有
力么．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
照着行。

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
你的污秽。
Eze 22:16 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
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
Eze 22:17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2:18 人子阿、以色列家在我看
为渣滓．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
铁、铅．都是银渣滓。
Eze 22:19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
你们都成为渣滓、我必聚集你们
在耶路撒冷中。
Eze 22:20 人怎样将银、铜、铁、铅、
锡、聚在炉中、吹火镕化．照样、
我也要发怒气和忿怒、将你们聚
集放在城中、镕化你们。
Eze 22:21 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
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
中镕化。
Eze 22:22 银子怎样镕化在炉中、你
们也必照样镕化在城中、你们就
知道我耶和华是将忿怒倒在你
们身上了。
Eze 22:23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2:24 人子阿、你要对这地说、
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
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
Eze 22:25 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
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
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
妇。
Eze 22:26 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
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
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
不洁净的、又遮眼不顾我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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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
Eze 22:27 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
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
要得不义之财。
Eze 22:28 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
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见虚
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
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
说。
Eze 22:29 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
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理
欺压寄居的。
Eze 22:30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
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
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
找不着一个。
Eze 22:31 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
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
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23:6 这些人都穿蓝衣、作省长、
22:30*
士 21:15
诗 106: 23
赛 58:12
结 13:5
摩 9:11

第二十三章
Eze 23: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23:2 人子阿、有两个女子、是一

母所生．
Eze 23:3 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
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作处女
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
摸他们的乳。
Eze 23:4 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
荷拉、妹妹名叫阿荷利巴．他们
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
的名字、阿荷拉就是撒玛利亚、
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
Eze 23:5 阿荷拉归我之后行邪淫、
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
述人．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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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
年人。
Eze 23:7 阿荷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
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
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
Eze 23:8 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
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作处
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
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
Eze 23:9 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
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
人手中。
Eze 23:10 他们就露了他的下体、掳
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
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
施行审判。
Eze 23:11 他妹妹阿荷利巴虽然看
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
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
Eze 23:12 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
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
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
Eze 23:13 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
妹二人同行一路。
Eze 23:14 阿荷利巴又加增淫行．因
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丹
色所画迦勒底人的像、
Eze 23:15 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
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
仿照巴比伦人的形像．他们的故
土就是迦勒底。
Eze 23:16 阿荷利巴一看见就贪恋
他们、打发使者往迦勒底去见他
们。
Eze 23:17 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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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
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
Eze 23:18 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
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
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
Eze 23:19 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
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
Eze 23:20 贪恋情人、身壮精足、如
驴如马。
Eze 23:21 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
淫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
抚摸你的乳。
Eze 23:22 阿荷利巴阿、主耶和华如
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
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
在你四围攻击你。
Eze 23:23 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迦
勒底的众人、比割人、书亚人、
哥亚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众
人．乃是作省长、副省长、作军
长有名声的、都骑着马、是可爱
的少年人。
Eze 23:24 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
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
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
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
他们．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审
判你。
Eze 23:25 我必以忌恨攻击你．他们
必以忿怒办你．他们必割去你的
鼻子和耳朵．你遗留〔或作不洁下
同〕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
去你的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
焚烧。
Eze 23:26 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
取你华美的宝器。
His Faith

Eze 23:27 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

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
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
追念埃及。
Eze 23:28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
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
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
Eze 23:29 他们必以恨恶办你、夺取
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
露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
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
Eze 23:30 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为
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被他们的
偶像玷污了。
Eze 23:31 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
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
Eze 23:32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
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
盛得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
Eze 23:33 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
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
令人惊骇凄凉的杯。
Eze 23:34 你必喝这杯、以致喝尽．
杯破又龈杯片、撕裂自己的乳．
因为这事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
华说的。
Eze 23:35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
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
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
Eze 23:36 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阿、
你要审问阿荷拉与阿荷利巴么．
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
Eze 23:37 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
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
我所生的儿女经火烧给偶像。
Eze 23:38 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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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
犯我的安息日。
Eze 23:39 他们杀了儿女献与偶像、
24:1-2
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 王下 25:1
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
此。
Eze 23:40 况且你们二妇打发使者
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那里、
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沐浴己
身、粉饰眼目、佩戴妆饰、
Eze 23:41 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
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
上。
Eze 23:42 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
的声音．并有粗俗的人和酒徒、
从旷野同来、把镯子戴在二妇的
手上、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
Eze 23:43 我论这行淫衰老的妇人
说、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他也
要与人行淫。
Eze 23:44 人与阿荷拉、并阿荷利巴
二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
Eze 23:45 必有义人、照审判淫妇和
流人血的妇人之例、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
血。
Eze 23:46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
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
去、被人抢夺．
Eze 23:47 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
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
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
Eze 23:48 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
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
不效法你们的淫行。
Eze 23:49 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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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
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第二十四章
Eze 24:1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

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24:2 人子阿、今日正是巴比伦
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
这日记下。
Eze 24:3 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
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
Eze 24:4 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
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
好的骨头把锅装满。
Eze 24:5 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
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
在其中。
Eze 24:6 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
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
中的锈未曾除掉．须要将肉块从
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他拈阄。
Eze 24:7 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
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
盖。
Eze 24:8 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
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
我、为要发忿怒施行报应。
Eze 24:9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
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
火柴。
Eze 24:10 添上木柴、使火着旺、将
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
Eze 24:11 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
锅烧热、使铜烧红、镕化其中的
污秽、除净其上的锈。
Eze 24:12 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
FOJC.NET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四章

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
能除掉。
Eze 24:13 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
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
不能洁净、直等我向你发的忿怒
止息。
Eze 24:14 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
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
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
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24:15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24:16 人子阿、我要将你眼目所
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
哭泣、也不可流泪。
Eze 24:17 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
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
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
不可吃吊丧的食物。
Eze 24:18 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
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
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Eze 24:19 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
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
么。
Eze 24:20 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Eze 24:21 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
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
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
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
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Eze 24:22 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
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
的食物。
Eze 24:23 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
His Faith

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
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
消灭。
Eze 24:24 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作
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
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
是主耶和华。
Eze 24:25 人子阿、我除掉他们所倚
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
爱、心里所重看的儿女．
Eze 24:26 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
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么。
Eze 24:27 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
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
作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第二十五章
Eze 25: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5:2 人子阿、你要面向亚扪人

说预言、攻击他们．
Eze 25:3 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
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
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
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
说、阿哈．
Eze 25:4 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
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
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
Eze 25:5 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
亚扪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
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25:6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
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
列地欢喜．
Eze 25:7 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
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
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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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
Eze 25:8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
和西珥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
国无异．
Eze 25:9 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
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
荣耀的伯耶西末、巴力免、基列
亭、
Eze 25:10 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扪
人．我必将亚扪人之地交给他们
为业、使亚扪人在列国中不再被
记念。
Eze 25:11 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
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25:12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
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
们报仇、大大有罪．
Eze 25:13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
使以东从提幔起、人必倒在刀下、
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但。
Eze 25:14 我必藉我民以色列的手
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
气、按我的忿怒在以东施报．以
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报．这是主耶
和华说的。
Eze 25:15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
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
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
灭他们．
Eze 25:1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
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
Eze 25:17 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
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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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Eze 26:1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6:2 人子阿、因推罗向耶路撒
冷说、阿哈、那作众民之门的、
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
荒场、我必丰盛．
Eze 26:3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
罗阿、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
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
上来一样。
Eze 26:4 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
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
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
Eze 26:5 他必在海中作晒网的地方．
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
和华说的。
Eze 26:6 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城邑
的居民原文作田间的众女八节同〕必
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
和华。
Eze 26:7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
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
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
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
罗。
Eze 26:8 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
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
击你。
Eze 26:9 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
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
Eze 26:10 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
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
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
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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辎重车的响声震动．
Eze 26:11 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
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
你坚固的柱子〔或作柱像〕必倒
在地上。
Eze 26:12 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
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
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
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
Eze 26:13 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
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
Eze 26:14 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
石、作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
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26:15 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
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唉哼
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
岂不都震动么。
Eze 26:16 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
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
战兢、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
你惊骇。
Eze 26:17 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
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
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
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
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
Eze 26:18 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
海岛都必战兢．海中的群岛见你
归于无有、就都惊惶。
Eze 26:19 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阿、
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
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
没你．
Eze 26:20 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
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
His Faith

已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
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
〔我也云云或作在活人之地不再有荣
耀〕
Eze 26:21 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

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
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第二十七章
Eze 27: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27:2 人子阿、要为推罗作起哀

歌、
Eze 27:3 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

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阿、你曾
说、我是全然美丽的。
Eze 27:4 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
使你全然美丽。
Eze 27:5 他们用示尼珥的松树作你
的一切板．用利巴嫩的香柏树作
桅杆．
Eze 27:6 用巴珊的橡树作你的桨．
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
为坐板。〔坐板或作舨板〕
Eze 27:7 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
细麻布作的、可以作你的大旗、
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
紫色布作的。
Eze 27:8 西顿和亚发的居民、作你
荡桨的．推罗阿、你中间的智慧
人作掌舵的。
Eze 27:9 迦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
都在你中间作补缝的．一切泛海
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
营交易的事。
Eze 27:10 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
你军营中作战士．他们在你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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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
Eze 27:11 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
27:32
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 启 18:17
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
丽。
Eze 27:12 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
财物、就作你的客商．拿银、铁、
锡、铅、兑换你的货物。
Eze 27:13 雅完人、土巴人、米设人、
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
兑换你的货物。
Eze 27:14 陀迦玛族用马和战马并
骡子、兑换你的货物。
Eze 27:15 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
岛作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
木与你兑换。〔兑换或作进贡〕
Eze 27:16 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
就作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
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
宝石、兑换你的货物。
Eze 27:17 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
与你交易．他们用米匿的麦子、
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
Eze 27:18 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
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
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
Eze 27:19 威但人、和雅完人、拿纺
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
你的货物。
Eze 27:20 底但人、用高贵的毯子、
鞍、屉、与你交易。
Eze 27:21 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
首领、都作你的客商．用羊羔、
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
Eze 27:22 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
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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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
货物。
Eze 27:23 哈兰人、干尼人、伊甸人、
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抹人、
与你交易。
Eze 27:24 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
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
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
用绳捆着、与你交易。
Eze 27:25 他施的船只接连成帮为
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
华。
Eze 27:26 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
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Eze 27:27 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
手、掌舵的、补缝的、经营交易
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
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
Eze 27:28 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
郊野都必震动。
Eze 27:29 凡荡桨的、和水手、并一
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
Eze 27:30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
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
Eze 27:31 又为你使头上光秃、用麻
布束腰、号啕痛哭、苦苦悲哀。
Eze 27:32 他们哀号的时候、为你作
起哀歌哀哭、说、有何城如推罗、
有何城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
呢。
Eze 27:33 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
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
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Eze 27:34 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
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
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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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Eze 28:13 你曾在伊甸
神的园中、
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
璧玺、金钢石、水苍玉、红玛瑙、
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
黄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
Eze 28:14 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
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 神的圣
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
往来。
Eze 28:15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
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
Eze 28:16 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
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
你亵渎圣地、就从 神的山驱逐
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阿、我已
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Eze 28:17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
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
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
们目睹眼见。
Eze 28:18 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
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
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
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
上的炉灰。
Eze 28:19 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
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
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Eze 28:20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8:21 人子阿、你要向西顿预言
攻击他、
Eze 28:22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
顿哪、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
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

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
Eze 27:36 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
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
于世、直到永远。

第二十八章
Eze 28: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28:2 人子阿、你对推罗君王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
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 神之
位．你虽然居心自比 神、也不
过是人、并不是神．
Eze 28:3（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
智慧．什么秘事都不能向你隐藏．
Eze 28:4 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
金银财宝、收入库中．
Eze 28:5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
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
傲。）
Eze 28: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
你居心自比 神、
Eze 28:7 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
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
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
物、亵渎你的荣光。
Eze 28:8 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
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
Eze 28:9 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
我是神么．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
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Eze 28:10 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
未受割礼〔或作不洁下同〕的人一
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28:1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8:12 人子阿、你为推罗王作起
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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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
和华。
Eze 28:23 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
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
仆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28:24 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
必不再向他们作刺人的荆棘、伤
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
华。
Eze 28:25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
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
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
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
雅各之地、仍然居住。
Eze 28:26 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
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
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
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

29:3*
赛 27:1

第二十九章
Eze 29:1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

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9:2 人子阿、你要向埃及王法
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
Eze 29:3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
王法老阿、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
中的大龙a*为敌．你曾说、这河
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
Eze 29:4 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
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
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
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
Eze 29:5 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
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殓、

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
空中飞鸟作食物。
Eze 29:6 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
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
Eze 29:7 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
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
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
Eze 29:8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
与牲畜剪除。
Eze 29:9 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
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
Eze 29:10 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
河为敌．使埃及地、从色弗尼塔
直到古实境界、全然荒废凄凉。
Eze 29:11 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
过、四十年之久并无人居住。
Eze 29:12 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
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
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四十年．
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
在列邦。
Eze 29:13 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四
十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
的埃及人．
Eze 29:14 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
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忒罗．在
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
Eze 29:15 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
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
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
Eze 29:16 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
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
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

a Eze 29:3 大龙 lodG`h^ <yN]T^h^ 和合本译作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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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是主耶和华。
Eze 29:17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耶
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29:18 人子阿、巴比伦王尼布甲
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
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
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
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
Eze 29:19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
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
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
掠物这就可以作他军兵的酬劳。
Eze 29:20 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
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
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29:21 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
的角发生．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
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

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
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
从色弗尼塔起、〔见二十九章十
节〕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30:7 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
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
也变为荒废。
Eze 30:8 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帮
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
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30:9 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
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实
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
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
这事临近了。
Eze 30:10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藉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
埃及众人。
Eze 30:11 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
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
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
被杀的人。
Eze 30:12 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
在恶人的手中．我必藉外邦人的
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
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Eze 30:13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
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必不
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
及地的人惧怕。
Eze 30:14 我必使巴忒罗荒凉、在琐
安中使火着起、向挪施行审判。
Eze 30:15 我必将我的忿怒倒在埃
及的保障上、就是训上．并要剪
除挪的众人。

第三十章
Eze 30: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30:2 人子阿、你要发预言说、主

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
应当哭号。
Eze 30:3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
Eze 30:4 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
及被杀之人仆倒的时候、古实人
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址
必被拆毁．
Eze 30:5 古实人、弗人、〔或作吕彼亚
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
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
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
Eze 30:6 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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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0:16 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

是耶和华。

训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
弗白日见仇敌。〔白日或作终日〕
Eze 30:17 亚文和比伯实的少年人、
30:25
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 赛 10:5
掳掠。
Eze 30:18 我在答比匿折断埃及的
诸轭、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
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
的女子、必被掳掠。
Eze 30:19 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
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30:20 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耶和
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0:21 人子阿、我已打折埃及王
法老的膀臂．没有敷药、也没有
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
Eze 30:22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
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
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
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
Eze 30:23 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
国、四散在列邦。
Eze 30:24 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
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
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
伦王面前唉哼、如同受死伤的人
一样。
Eze 30:25 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
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
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
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
Eze 30:26 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
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三十一章

934

第三十一章
Eze 31:1 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耶和

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1:2 人子阿、你要向埃及王法
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
与你相比呢。
Eze 31:3 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
柏树、枝条荣美、影密如林、极
其高大、树尖插入云中。
Eze 31:4 众水使他生长、深水使他
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围流、汊
出的水道、延到田野诸树。
Eze 31:5 所以他高大超过田野诸树、
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
水之力枝条长长。
Eze 31:6 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
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
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
荫下居住。
Eze 31:7 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
根在众水之旁。
Eze 31:8
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
蔽他．松树不及他的枝子、枫树
不及他的枝条． 神园中的树、
都没有他荣美。
Eze 31:9 我使他的枝条蕃多、成为
荣美、以致 神伊甸园中的树都
嫉妒他。
Eze 31:10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
他高大、树尖插入云中、心骄气
傲．
Eze 31:11 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
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办他．我
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
Eze 31:12 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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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
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
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
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
Eze 31:13 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
32:2*
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 赛 27:1
卧在他的枝条下．
Eze 31:14 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
大而自尊、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
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
不得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
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与死亡、
到阴府去了。
Eze 31:15 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
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为
他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
停流、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
田野的诸树、都因他发昏。
Eze 31:16 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
的人一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
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
伊甸的一切树、就是利巴嫩得水
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
了安慰。
Eze 31:17 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到
被杀的人那里．他们曾作他的膀
臂、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
Eze 31:18 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
甸园诸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
然而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
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
被杀的人一同躺卧．这就是法老
和他的群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a

a Eze 31:18这就... s .hw]hy+ yn`d)a& <a%n+ hn{omh&-lk*w+
hu)r+p^ aWh 和合本译作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
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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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Eze 32:1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

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2:2 人子阿、你要为埃及王法
老作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
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
的龙b*．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
诸水、使江河浑浊。
Eze 32:3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
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
上．把你拉上来。
Eze 32:4 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
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
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
Eze 32:5 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
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
Eze 32:6 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
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
充满。
Eze 32:7 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
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
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
Eze 32:8 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
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32:9 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
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
多民的心因你愁烦。
Eze 32:10 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
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
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
在你仆倒的日子、他们各人为自
己的性命时刻战兢。
Eze 32:11 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
王的刀、必临到你。
b Eze 32:2 龙 <yN]T^K^ 和合本译作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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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2:12 我必藉勇士的刀使你的

Eze 32:23 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

众民仆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
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
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
Eze 32:13 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
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
浑这水。
Eze 32:14 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
江河像油缓流．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Eze 32:15 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
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又
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
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32:16 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
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
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32:17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耶
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2:18 人子阿、你要为埃及群众
哀号、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
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
府去。
Eze 32:19 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
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
卧罢。
Eze 32:20 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仆
倒．他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
的群众拉去。
Eze 32:21 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
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他们是
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
躺卧不动。
Eze 32:22 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
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
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

之处、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
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曾在
活人之地使人惊恐。
Eze 32:24 以拦也在那里、他的群众
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
刀下、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他
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
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
Eze 32:25 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
杀的人中设立床榻．他民的坟墓
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
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
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
当羞辱．以拦已经放在被杀的人
中。
Eze 32:26 米设、土巴、和他们的群
众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
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
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
Eze 32:27 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
仆倒的勇士一同躺卧．这些勇士
带着兵器下阴间、头枕刀剑、骨
头上有本身的罪孽．他们曾在活
人之地使勇士惊恐。
Eze 32:28 法老阿、你必在未受割礼
的人中败坏、与那些被杀的人一
同躺卧。
Eze 32:29 以东也在那里．他君王和
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还是
放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未受
割礼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卧。
Eze 32:30 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子、
和一切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下
去．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
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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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
同担当羞辱。
Eze 32:31 法老看见他们、便为他被
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32:32 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
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
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33:11
耶 18:11

33:16
耶 18:8

第三十三章
Eze 33: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3:2 人子阿、你要告诉本国的

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
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
人为守望的．
Eze 33:3 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
角、警戒众民．
Eze 33:4 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
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
归到自己的头上。〔罪原文作血〕
Eze 33:5 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
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
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
Eze 33:6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
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
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
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
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罪原文作
血〕
Eze 33:7 人子阿、我照样立你作以

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
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Eze 33:8 我对恶人说、恶人哪、你必
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
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
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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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丧命的罪。〔罪原文作血〕
Eze 33:9 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
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
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Eze 33:10 人子阿、你要对以色列家
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
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
怎能存活呢。
Eze 33:11 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
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
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阿、你们
转回、转回罢、离开恶道．何必
死亡呢。
Eze 33:12 人子阿、你要对本国的子
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
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
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
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
存活。
Eze 33:13 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
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
行的义、都不被记念．他必因所
作的罪孽死亡。
Eze 33:14 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
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
直与合理的事．
Eze 33:15 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
遵行生命的律例、不作罪孽．他
必定存活、不至死亡。
Eze 33:16 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
记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
必定存活。
Eze 33:17 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
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
Eze 33:18 义人转离他的义而作罪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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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就必因此死亡。
Eze 33:19 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
33:31
赛 29:13
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
太 15:8
Eze 33:20 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
34:2
以色列家阿、我必按你们各人所 赛 56:11
腓 3:2
行的审判你们。
34:5
Eze 33:21 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
太 9:36
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
我这里、说、城已攻破。
Eze 33:22 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
晚上、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
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
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
开了、不再缄默。
Eze 33:23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3:24 人子阿、住在以色列荒废
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
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
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
Eze 33:25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
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
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
还能得这地为业么。
Eze 33:26 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
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
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么。
Eze 33:27 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
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
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
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保
障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
Eze 33:28 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
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
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
人经过。
Eze 33:29 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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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33:30 人子阿、你本国的子民在
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
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罢、听听
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
Eze 33:31 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
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
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
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
财利。
Eze 33:32 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
音幽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
你的话却不去行。
Eze 33:33 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
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
有了先知。

第三十四章
Eze 34: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4:2 人子阿、你要向以色列的

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
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
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
牧养群羊么。
Eze 34:3 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
壮的、却不牧养群羊。
Eze 34:4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
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
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
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
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
Eze 34:5 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
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Eze 34:6 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
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
去寻、无人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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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4:16 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

耶和华的话．
Eze 34:8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
34:10
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 亚 10:3
为掠物、也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
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
羊．
Eze 34:9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
耶和华的话．
Eze 34:10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
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
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
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
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作他们的
食物。
Eze 34:11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
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
见。
Eze 34: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
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
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
们来。
Eze 34:13 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
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
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
牧养他们。
Eze 34:14 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
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
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
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
草。
Eze 34:15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
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

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
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
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
养他们。
Eze 34:17 我的羊群哪、论到你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
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
行判断。
Eze 34:18 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
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
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
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
用蹄搅浑了。
Eze 34:19 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
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
Eze 34:20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
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
Eze 34:21 因为你们用胁用肩拥挤
一切瘦弱的、又用角抵触、以致
使他们四散．
Eze 34:22 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
不再作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
间施行判断。
Eze 34:23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
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
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
Eze 34:24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
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
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
Eze 34:25 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
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
Eze 34:26 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
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
必有福如甘霖而降。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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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4:27 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

所以这罪必追赶你。
Eze 35:7 我必使西珥山荒凉、令人
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
Eze 35:8 我必使西珥山满有被杀的
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
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
Eze 35:9 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
的城邑无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Eze 35:10 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
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
实耶和华仍在那里）
Eze 35:11 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
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
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
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
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
Eze 35:12 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
见了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
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
是归我们吞灭的。
Eze 35:13 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
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
Eze 35:14 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
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
Eze 35:15 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
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
待你．西珥山哪、你和以东全地
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

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
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
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34:28 他们必不再作外邦人的
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
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
Eze 34:29 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
植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
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
Eze 34:30 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
神是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以
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34:31 你们作我的羊、我草场上
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
们的 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第三十五章
Eze 35: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35:2 人子阿、你要面向西珥山、

发预言攻击他、
Eze 35:3 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西珥山哪、我与你为敌、必向你
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
骇。
Eze 35:4 我必使你的城邑、变为荒
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
和华。
Eze 35:5 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
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
将他们交与刀剑．
Eze 35:6 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
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
血的报应、罪〔原文作血本节同〕
必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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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6:1 人子阿、你要对以色列山

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哪、要听
耶和华的话。
Eze 36:2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
说、阿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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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业了．
Eze 36:3 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
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
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与其余的外
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
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
Eze 36:4 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
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
荒废之地、被弃之城、为四围其
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
Eze 36:5 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
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
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
自己为业、又看为被弃的掠物．
Eze 36:6 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
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忿
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
Eze 36:7 所以我起誓说、你们四围
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36:8 以色列山哪、你必发枝条、
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
们快要来到。
Eze 36:9 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
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
Eze 36:10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
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
住、荒场再被建造．
Eze 36:11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
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
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与
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
和华。
Eze 36:12 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
His Faith

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
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
Eze 36:13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
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
民丧子．
Eze 36:14 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
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
Eze 36:15 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
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
再使国民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Eze 36:16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36:17 人子阿、以色列家住在本
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
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
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
Eze 36:18 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
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
那地、就把我的忿怒倾在他们身
上．
Eze 36:19 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
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
罚他们。
Eze 36:20 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
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
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
耶和华的地出来的。
Eze 36:21 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
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
渎的。
Eze 36:22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阿、
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
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
所亵渎的。
Eze 36:23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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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
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
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
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
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36:24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
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 36:29
约 6:35
地。
*:
创 12:10
Eze 36:25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
摩 8:11
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
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
掉一切的偶像。
Eze 36:26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
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
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
们肉心。
Eze 36:27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
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
守遵行我的典章。
Eze 36:28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
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们的 神。
Eze 36:29 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
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
们遭遇饥荒*。
Eze 36:30 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
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
荒受外邦人的讥诮。
Eze 36:31 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
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
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
己。
Eze 36:32 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
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
家阿、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
羞。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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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6:33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

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
子、必使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
被建造。
Eze 36:34 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
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
Eze 36:35 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
之地、现在成如伊甸园．这荒废
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
居住。
Eze 36:36 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
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
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
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
Eze 36:37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
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
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
他们成就。
Eze 36:38 耶路撒冷在守节作祭物
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
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
道我是耶和华。

第三十七章
Eze 37:1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

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藉他的灵带
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
原遍满骸骨。
Eze 37:2 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
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
其枯干。
Eze 37:3 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
骨能复活么．我说、主耶和华阿、
你是知道的。
Eze 37:4 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
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阿、
要听耶和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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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7:5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

耶和华说的。
Eze 37:15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ze 37:16 人子阿、你要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
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
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
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Eze 37:17 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
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
Eze 37:18 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
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么．
Eze 37:19 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
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
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
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
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
Eze 37:20 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
他们眼前拿在手中。
Eze 37:21 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
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
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
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
Eze 37:22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
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作
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
决不再分为二国．
Eze 37:23 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
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
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
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
他们．如此、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们的 神。
Eze 37:24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
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
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
律例。

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Eze 37:6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
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
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37:7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
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
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
Eze 37:8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
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
还没有气息。
Eze 37:9 主对我说、人子阿、你要发
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
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
〔原文作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
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Eze 37:10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
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
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Eze 37:11 主对我说、人子阿、这些
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
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
Eze 37:12 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
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Eze 37:13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
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ze 37:14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
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
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
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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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37:25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

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作
他们的大帅。
Eze 38:8 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
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
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常久荒
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
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
Eze 38:9 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
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
密云遮盖地面。
Eze 38:10 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
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
Eze 38:11 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
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
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闩、安然
居住。
Eze 38:12 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
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
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
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
财货的民。
Eze 38:13 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
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
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么．
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么．要
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么．要
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么。
Eze 38:14 人子阿、你要因此发预言、
对歌革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
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
不知道么．
Eze 38:15 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
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
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
Eze 38:16 歌革阿、你必上来攻击我
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

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
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
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Eze 37:26 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
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
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
到永远。
Eze 37:27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作他们的 神、他们要作我
的子民。
Eze 37:28 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
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
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第三十八章
Eze 38: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Eze 38:2 人子阿、你要面向玛各地

的歌革、就是罗施、米设、土巴
的王、发预言攻击他、
Eze 38:3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
米设、土巴的王歌革阿、我与你
为敌．
Eze 38:4 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
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
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
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
Eze 38:5 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
〔又作吕彼亚人〕各拿盾牌、头上
戴盔．
Eze 38:6 歌篾人、和他的军队、北方
极处的陀迦玛族、和他的军队．
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
Eze 38:7 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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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
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
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
识我。
Eze 38:17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
时藉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
说的、就是你么．当日他们多年
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Eze 38:18 主耶和华说、歌革上来攻
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
从鼻孔里发出。
Eze 38:19 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
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
Eze 38:20 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
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
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
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
陷、墙垣都必坍倒。
Eze 38:21 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
诸山发刀剑来攻击歌革．人都要
用刀剑杀害弟兄。
Eze 38:22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
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
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
并他所率领的众民。
Eze 38:23 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
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Eze 39:3 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

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
Eze 39:4 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
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
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
田野的走兽作食物。
Eze 39:5 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
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39:6 我要降火在玛各、和海岛
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Eze 39:7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
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
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中的圣者。
Eze 39:8 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
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
子。
Eze 39:9 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
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
梃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
七年．
Eze 39:10 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
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
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
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
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39:11 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
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
赐给歌革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
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歌革和
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们歌革
谷。
Eze 39:12 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
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
Eze 39:13 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

第三十九章
Eze 39:1 人子阿、你要向歌革发预

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罗施、米设、土巴的王歌革阿、
我与你为敌．
Eze 39:2 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
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
色列的山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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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
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Eze 39:14 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
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
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
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
Eze 39:15 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
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
一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
在哈们歌革谷。
Eze 39:16 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
有一城名叫哈摩那。
Eze 39:17 人子阿、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
兽说、你们聚集来罢．要从四方
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
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
们吃肉喝血。
Eze 39:18 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
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
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珊的
肥畜。
Eze 39:19 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
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
Eze 39:20 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
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
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39:21 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
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
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
Eze 39:22 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
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
Eze 39:23 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
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章

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
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
刀下。
Eze 39:24 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
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
Eze 39:25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
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
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
Eze 39:26-27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
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来．我在许
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
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
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
Eze 39:28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
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
Eze 39: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
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第四十章
Eze 40:1 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

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
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
〔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他把我
带到以色列地。
Eze 40:2 在
神的异象中带我到以
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
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
Eze 40:3 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
颜色〔原文作形状〕如铜、手拿麻
绳、和量度的竿、站在门口。
Eze 40:4 那人对我说、人子阿、凡我
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
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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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
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Eze 40:5 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
拿量度的竿、长六肘、每肘是一
肘零一掌．他用竿量墙、厚一竿、
高一竿。
Eze 40:6 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
的台阶、量门的这槛、宽一竿、
又量门的那槛、宽一竿。
Eze 40:7 又有卫房、每房长一竿、宽
一竿、相隔五肘．门槛、就是挨
着向殿的廊门槛、宽一竿。
Eze 40:8 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
一竿。
Eze 40:9 又量门廊、宽八肘、墙柱厚
二肘、那门的廊子向着殿。
Eze 40:10 东门洞有卫房、这旁三间、
那旁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
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
样的尺寸。
Eze 40:11 他量门口、宽十肘、长十
三肘．
Eze 40:12 卫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
一肘、那边一肘．卫房这边六肘、
那边六肘．
Eze 40:13 又量门洞、从这卫房顶的
后檐到那卫房顶的后檐、宽二十
五肘．卫房门与门相对。
Eze 40:14 又量〔量原文作造〕廊子六
十肘．〔七十经作二十肘〕墙柱外
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
Eze 40:15 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
十肘。
Eze 40:16 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
廊子、都有严紧的窗棂．里边都
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His Faith

Eze 40:17 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四

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
十间。
Eze 40:18 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
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
Eze 40:19 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
宽一百肘、东面北面、都是如此。
Eze 40:20 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
若干。
Eze 40:21 门洞的卫房、这旁三间、
那旁三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
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五
十肘、宽二十五肘。
Eze 40:22 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
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
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
子。
Eze 40:23 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
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这门量
到那门、共一百肘。
Eze 40:24 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
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
柱子和廊子。
Eze 40:25 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
都有窗棂、和先量的窗棂一样．
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
Eze 40:26 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
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这边一棵、那边一棵。
Eze 40:27 内院朝南有门．从这门量
到朝南的那门、共一百肘。
Eze 40:28 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
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
Eze 40:29 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
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
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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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肘、宽二十五肘。
Eze 40:30 周围有廊子、长二十五肘、
宽五肘。
Eze 40:31 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
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
门。
Eze 40:32 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就
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
Eze 40:33 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
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
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
肘、宽二十五肘。
Eze 40:34 廊子朝着外院．门洞两旁
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
层台阶、上到这门。
Eze 40:35 他带我到北门、就照先前
的尺寸量那门．
Eze 40:36 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
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窗棂．门
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
Eze 40:37 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
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
层台阶、上到这门。
Eze 40:38 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
祭司〔原文作他们〕在那里洗燔
祭牲。
Eze 40:39 在门廊内、这边有两张桌
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
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
愆祭牲。
Eze 40:40 上到朝北的门口、这边有
两张桌子、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
子。
Eze 40:41 门这边有四张桌子、那边
有四张桌子、共八张．在其上祭
司宰杀牺牲。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一章

Eze 40:42 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是

凿过的石头作成的、长一肘半、
宽一肘半、高一肘．祭司将宰杀
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
放在其上。
Eze 40:43 有钩子、宽一掌、钉在廊
内的四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
Eze 40:44 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
为歌唱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
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南原
文作东〕
Eze 40:45 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

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
Eze 40:46 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
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
人中撒督的子孙、近前来事奉耶
和华的。
Eze 40:47 他又量内院、长一百肘、
宽一百肘、是见方的．祭坛在殿
前。
Eze 40:48 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
子、量廊子的墙柱、这面厚五肘、
那面厚五肘．门两旁、这边三肘、
那边三肘。
Eze 40:49 廊子长二十肘、宽十一肘．
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
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第四十一章
Eze 41:1 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

这面厚六肘、那面厚六肘、宽窄
与会幕相同。
Eze 41:2 门口宽十肘．门两旁、这边
五肘、那边五肘、他量殿长四十
肘、宽二十肘。
Eze 41:3 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二
肘、门口宽六肘、门两旁各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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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
Eze 41:4 他量内殿、长二十肘．宽二

十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 41:18
创 3:24
Eze 41:5 他又量殿墙、厚六肘．围着
殿有旁屋、各宽四肘。
Eze 41:6 旁屋有三层、层叠而上、每
层排列三十间．旁屋的梁木搁在
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
Eze 41:7 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
因旁屋围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
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
上一层。
Eze 41:8 我又见围着殿有高月台．
旁屋的根基、高足一竿、就是六
大肘。
Eze 41:9 旁屋的外墙厚五肘．旁屋
之外、还有余地。
Eze 41:10 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
间有空地、宽二十肘。
Eze 41:11 旁屋的门、都向余地、一
门向北、一门向南．周围的余地
宽五肘。
Eze 41:12 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
宽七十肘、长九十肘．墙四围厚
五肘。
Eze 41:13 这样、他量殿、长一百肘．
又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共
长一百肘．
Eze 41:14 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
宽一百肘。
Eze 41:15 他量空地后面的那房子、
并两旁的楼廊、共长一百肘．
Eze 41:16 内殿、院廊、门槛、严紧的
窗棂、并对着门槛的三层楼廊、
从地到窗棂、（窗棂都有蔽子）
Eze 41:17 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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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都按尺寸
用木板遮蔽。
Eze 41:18 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
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
基路伯有二脸．
Eze 41:19 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
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
都是如此。
Eze 41:20 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
伯和棕树．殿墙就是这样。
Eze 41:21 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
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
Eze 41:22 坛是木头作的、高三肘、
长二肘．坛角、和坛面、并四旁、
都是木头作的．他对我说、这是
耶和华面前的桌子。
Eze 41:23 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
扇。
Eze 41:24 每扇分两扇、这两扇是摺
叠的．这边门分两扇、那边门也
分两扇。
Eze 41:25 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伯
和棕树、与刻在墙上的一般．在
外头廊前有木槛。
Eze 41:26 廊这边那边、都有严紧的
窗棂和棕树．殿的旁屋和槛、就
是这样。

第四十二章
Eze 42:1 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

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
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
相对。
Eze 42:2 这圣屋长一百肘、宽五十
肘、有向北的门。
Eze 42:3 对着内院那二十肘宽之空
地、又对着外院的铺石地、在第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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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
Eze 42:4 在圣屋前有一条夹道、宽
十肘、长一百肘．房门都向北。
Eze 42:5 圣屋因为楼廊占去些地方、
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窄些。
Eze 42:6 圣屋有三层、却无柱子、不
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
比中下两层更窄。
Eze 42:7 圣屋外、东边有墙、靠着外
院、长五十肘。
Eze 42:8 靠着外院的圣屋、长五十
肘．殿北面的圣屋、长一百肘。
Eze 42:9 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
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
Eze 42:10 向南〔原文作东〕在内院
墙里有圣屋、一排与铺石地之屋
相对、一排顺着空地。
Eze 42:11 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
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
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
Eze 42:12 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
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
一样。
Eze 42:13 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
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
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
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
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
为圣。
Eze 42:14 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
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
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
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
属民的外院。
Eze 42:15 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
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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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42:16 他用量度的竿量四围、量

东面五百竿。
Eze 42:17 用竿量北面五百竿。
Eze 42:18 用竿量南面五百竿。
Eze 42:19 又转到西面、用竿量五百
竿。
Eze 42:20 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五
百竿、宽五百竿、为要分别圣地
与俗地。

第四十三章
Eze 43:1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

是朝东的门．
Eze 43:2 以色列
神的荣光从东而
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Eze 43:3 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
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
迦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
伏在地。
Eze 43:4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
门照入殿中。
Eze 43:5 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
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Eze 43:6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
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Eze 43:7 他对我说、人子阿、这是我
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他们就是以色列家必
不再因邪淫邱坛和君王的尸首
玷污我的圣名a．
a Eze 43:7 他们...
hM*h@ yv!d+q` <v@ la@r`c=y]-tyB@ dou WaM=f^y+ aOw+
.<t*omB* <h#yk@l=m^ yr}g+p!b=W <t*Wnz+B! <h#yk@l=m^W
和合本译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
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
他们君王的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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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43:8 当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

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
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的时
候．他们行了可憎的事、玷污了
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
a

Eze 43:9 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

43:8

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 结 11:3
43:12*
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
弗 2:21
Eze 43:10 人子阿、你要将这殿指示 林后 6:18
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
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Eze 43:11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
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
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
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
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
切规模典章去作。
*
Eze 43:12 殿 的法则、乃是如此．殿
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
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Eze 43:13 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
（这肘是一肘零一掌）底座高
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
掌．这是坛的座。
Eze 43:14 从底座到下层磴台、高二
肘、边宽一肘、从小磴台到大磴
台、高四肘、边宽一肘。
Eze 43:15 坛上的供台、高四肘．供
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
Eze 43:16 供台、长十二肘、宽十二
a Eze 43:8 当他们...
yt!z`Wzm= lx#a@ <t*z`Wzm=W yP!s!-ta# <P*s! <T*t!B=
yv!d+q` <v@-ta# WaM=f!w+ <h#yn}yb@W yn]yB@ ryQ]h^w+
.yP!a^B= <t*a) lk^a&w` Wcu* rv#a& <t*obu&otB=
和合本译作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
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
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
灭绝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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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四面见方。
Eze 43:17 磴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
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
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
Eze 43:18 他对我说、人子阿、主耶
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
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
章如下。
Eze 43:19 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
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
人撒督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事
奉我的。
Eze 43:20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
坛的四角、和磴台的四拐角、并
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Eze 43:21 你又要将那作赎罪祭的
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
之处。
Eze 43:22 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
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
公牛犊洁净的一样。
Eze 43:23 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
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
残疾的公绵羊、
Eze 43:24 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
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
Eze 43:25 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
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
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
都要没有残疾的。
Eze 43:26 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
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
Eze 43:27 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
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
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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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的。

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
Eze 44:10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
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
自己的罪孽。
Eze 44:11 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
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
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
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
Eze 44:12 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
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
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
耶和华说的。
Eze 44:13 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
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
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
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
之事的报应。
Eze 44:14 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
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作其
内一切当作之工。
Eze 44:15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
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
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
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
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44:16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
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咐
的。
Eze 44:17 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
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
不可穿羊毛衣服。
Eze 44:18 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
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

第四十四章
Eze 44:1 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

外门．那门关闭了。
Eze 44:2 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
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
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
闭。
Eze 44:3 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
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
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
而出。
Eze 44:4 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
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
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
Eze 44:5 耶和华对我说、人子阿、我
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
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
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
一切出入之处。
Eze 44:6 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
阿、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
了罢．
Eze 44:7 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
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
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
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
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
一层。
Eze 44:8 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
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
所吩咐你们的。
Eze 44:9 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
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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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身体出汗的衣服。
44:19
Eze 44:19 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
太 14:36
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
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
成圣。
Eze 44:20 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绺
长长、只可剪发。
Eze 44:21 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
可喝酒。
Eze 44:22 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
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
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
Eze 44:23 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
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
和不洁净的。
Eze 44:24 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
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
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
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
Eze 44:25 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
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
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
沾染自己。
Eze 44:26 祭司洁净之后、必再计算
七日。
Eze 44:27 当他进内院、进圣所、在
圣所中事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
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44:28 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
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
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
Eze 44:29 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
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永
献的物、都要归他们。
Eze 44:30 首先初熟之物、和一切所
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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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
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
Eze 44:31 无论是鸟、是兽、凡自死
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

第四十五章
Eze 45:1 你们拈阄分地为业、要献

上一分给耶和华为圣供地、长二
万五千肘、宽一万肘．这分以内、
四围都为圣地。
Eze 45:2 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
五百肘、宽五百肘、四面见方．
四围再有五十肘为郊野之地。
Eze 45:3 要以肘为度量地、长二万
五千肘、宽一万肘．其中有圣所、
是至圣的。
Eze 45:4 这是全地的一分圣地．要
归与供圣所职事的祭司、就是亲
近事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
之地、与圣所之圣地。
Eze 45:5 又有一分、长二万五千肘、
宽一万肘、要归与在殿中供职的
利未人、作为二十间房屋之业。
Eze 45:6 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
五千肘、长二万五千肘、挨着那
分圣供地．要归以色列全家。
Eze 45:7 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
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供地和属
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
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
的分一样。
Eze 45:8 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
业．我所立的王、必不再欺压我
的民、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
列家。
Eze 45:9 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
的王阿、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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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
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
和华说的。
Eze 45:10 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
伊法、公道罢特。
Eze 45:11 伊法与罢特、大小要一样．
罢特可盛贺梅珥十分之一、伊法
也可盛贺梅珥十分之一、都以贺
梅珥的大小为准。
Eze 45:12 舍客勒是二十季拉．二十
舍客勒、二十五舍客勒、十五舍
客勒、为你们的弥那。
Eze 45:13 你们当献的供物、乃是这
样．一贺梅珥麦子、要献伊法六
分之一．一贺梅珥大麦、要献伊
法六分之一。
Eze 45:14 你们献所分定的油、按油
的罢特、一柯珥油、要献罢特十
分之一。原来十罢特就是一贺梅
珥。
Eze 45:15 从以色列滋润的草场上、
每二百羊中、要献一只羊羔．这
都可作素祭、燔祭、平安祭、为
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ze 45:16 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
物给以色列中的王。
Eze 45:17 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
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
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
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
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
Eze 45:18 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
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
洁净圣所。
Eze 45:19 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牲的
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磴台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六章

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
Eze 45:20 本月初七日、〔七十经作七
月初一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
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
Eze 45:21 正月十四日、你们要守逾
越节、守节七日．要吃无酵饼。
Eze 45:22 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
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作赎罪祭。
Eze 45:23 这节的七日、每日他要为
耶和华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只、
公绵羊七只为燔祭．每日又要预
备公山羊一只为赎罪祭。
Eze 45:24 他也要预备素祭、就是为
一只公牛同献一伊法细面、为一
只公绵羊同献一伊法细面．每一
伊法细面加油一欣。
Eze 45:25 七月十五日、守节的时候、
七日他都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
赎罪祭、燔祭、素祭、和油的条
例一样。

第四十六章
Eze 46:1 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

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
必须关闭、惟有安息日、和月朔、
必须敞开。
Eze 46:2 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
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
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
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
不可关闭。
Eze 46:3 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
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
拜。
Eze 46:4 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
燔祭、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只、
无残疾的公绵羊一只．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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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 46:5 同献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

油一欣三分之一、调和细面．这
素祭要常献与耶和华为永远的
定例。
Eze 46:15 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
素祭、并油为常献的燔祭。
Eze 46:16 主耶和华如此说、王若将
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儿
子的产业、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
Eze 46:17 倘若王将一分产业赐给
他的臣仆、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
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与王．至于王
的产业、必归与他的儿子。
Eze 46:18 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
至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
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
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各人离
开所承受的。
Eze 46:19 那带我的、将我从门旁进
入之处、领进为祭司预备的圣屋、
是朝北的、见后头西边有一块地。
Eze 46:20 他对我说、这是祭司煮赎
愆祭、赎罪祭、烤素祭之地．免
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
Eze 46:21 他又带我到外院、使我经
过院子的四拐角、见每拐角各有
一个院子。
Eze 46:22 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
有墙、每院长四十肘、宽三十肘．
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
Eze 46:23 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房
子内有煮肉的地方。
Eze 46:24 他对我说、这都是煮肉的
房子、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煮
民的祭物。

一伊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
而献、一伊法细面加油一欣。
Eze 46:6 当月朔要献无残疾的公牛
犊一只、羊羔六只、公绵羊一只．
都要无残疾的。
Eze 46:7 他也要预备素祭、为公牛
献一伊法细面、为公绵羊献一伊
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
一伊法细面加油一欣。
Eze 46:8 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
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
Eze 46:9 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
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
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
的、必由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
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
门而出。
Eze 46:10 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
入．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
Eze 46:11 在节期和圣会的日子同
献的素祭、要为一只公牛献一伊
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献一伊法
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
一伊法细面加油一欣。
Eze 46:12 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
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
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他就预
备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
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
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
Eze 46:13 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一
岁的羊羔一只、献与耶和华为燔
祭．要每早晨预备。
Eze 46:14 每早晨、也要预备同献的
素祭、细面一伊法六分之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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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
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
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Eze 47:2 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
47:9
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 结 37:5
47:12
边流出。
启 22:2
Eze 47:3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
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蹚过水、
水到踝子骨。
Eze 47:4 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蹚
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
使我蹚过水、水便到腰。
Eze 47:5 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
河、使我不能蹚过．因为水势涨
起、成为可洑的水、不可蹚的河。
Eze 47:6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看见
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
Eze 47:7 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
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
的树木。
Eze 47:8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
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
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
变甜。〔原文作得医治下同〕
Eze 47:9 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
的动物、都必活了a、并且因这流
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
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
都必活了。
Eze 47:10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
基底直到隐以革莲、都作晒〔或
作张〕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
像大海的鱼甚多。
Eze 47:11 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
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

Eze 47:12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
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
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
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
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Eze 47:13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
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
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分。
Eze 47:14 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
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
地赐与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你
们为业。
Eze 47:15 地的四界、乃是如此．北
界从大海往希特伦、直到西达达
口．
Eze 47:16 又往哈马、比罗他、西伯
莲、（西伯莲在大马色与哈马两
界中间）到浩兰边界的哈撒哈
提干。
Eze 47:17 这样、境界从海边往大马
色地界上的哈萨以难、北边以哈
马地为界．这是北界。
Eze 47:18 东界在浩兰、大马色、基
列、和以色列地的中间、就是约
但河．你们要从北界量到东海．
这是东界。
Eze 47:19 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
加低斯的水、延到埃及小河、直
到大海．这是南界。
Eze 47:20 西界就是大海、从南界直
到哈马口对面之地．这是西界。
Eze 47:21 你们要按着以色列的支
派、彼此分这地。
Eze 47:22 要拈阄分这地为业、归与
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

a Eze 47:9 活了 hy\j=y] 和合本译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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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
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
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
Eze 47:23 外人寄居在那支派中、你
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
耶和华说的。

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
Eze 48:11 这地要归与撒督的子孙
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那守我所
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
Eze 48:12 这要归与他们为供地、是
全地中至圣的．供地挨着利未人
的地界。
Eze 48:13 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二
万五千肘、宽一万肘、与祭司的
地界相等、都长二万五千肘、宽
一万肘。
Eze 48:14 这地不可卖、不可换、初
熟之物也不可归与别人、因为是
归耶和华为圣的。
Eze 48:15 这二万五千肘、前面所剩
下五千肘宽之地、要作俗用、作
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城要在当
中。
Eze 48:16 城的尺寸乃是如此．北面
四千五百肘、南面四千五百肘、
东面四千五百肘、西面四千五百
肘。
Eze 48:17 城必有郊野、向北二百五
十肘、向南二百五十肘、向东二
百五十肘、向西二百五十肘。
Eze 48:18 靠着圣供地的余地、东长
一万肘、西长一万肘、要与圣供
地相等．其中的土产、要作城内
工人的食物。
Eze 48:19 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
内作工的、都要耕种这地。
Eze 48:20 你们所献的圣供地、连归
城之地、是四方的、长二万五千
肘、宽二万五千肘。
Eze 48:21 圣供地连归城之地、两边

第四十八章
Eze 48:1 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

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伦、往
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
以难．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
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是但
的一分。
Eze 48:2 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
是亚设的一分。
Eze 48:3 挨着亚设的地界、从东到
西、是拿弗他利的一分。
Eze 48:4 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
东到西、是玛拿西的一分。
Eze 48:5 挨着玛拿西的地界、从东
到西、是以法莲的一分。
Eze 48:6 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
到西、是流便的一分。
Eze 48:7 挨着流便的地界、从东到
西、是犹大的一分。
Eze 48:8 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
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供地、宽
二万五千肘．从东界到西界、长
短与各分之地相同．圣地当在其
中。
Eze 48:9 你们献与耶和华的供地、
要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
Eze 48:10 这圣供地要归与祭司、北
长二万五千肘、西宽一万肘、东
宽一万肘、南长二万五千肘、耶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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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余地要归与王．供地东边、南
北二万五千肘、东至东界、西边
南北二万五千肘西至西界、与各
分之地相同．都要归王．圣供地
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
Eze 48:22 并且利未人之地、与归城
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这
两地在王地中间）就是在犹大
和便雅悯两界中间、要归与王。
Eze 48:23 论到其余的支派．从东到
西、是便雅悯的一分。
Eze 48:24 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
到西、是西缅的一分。
Eze 48:25 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到
西、是以萨迦的一分。
Eze 48:26 挨着以萨迦的地界、从东
到西、是西布伦的一分。
Eze 48:27 挨着西布伦的地界、从东
到西、是迦得的一分。
Eze 48:28 迦得地的南界、是从他玛
到米利巴加低斯的水、延到埃及
小河、直到大海。
Eze 48:29 这就是你们要拈阄分给
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乃是他们
各支派所得之分．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Eze 48:30 城的北面四千五百肘．出
城之处如下．
Eze 48:31 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
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
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
Eze 48:32 东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
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
为但门。
Eze 48:33 南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
一为西缅门、一为以萨迦门、一
以西结书 (结) Eze 第四十八章

为西布伦门。
Eze 48:34 西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
一为迦得门、一为亚设门、一为
拿弗他利门。
Eze 48:35 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
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
和华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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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
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
那里难保。
第一章
Dan 1:11 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
1:1
Dan 1:1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
约雅敬在 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 位第三年: 撒利雅的委办说、
约在 AM
3510
撒冷、将城围困。
Dan 1:12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
Dan 1:2 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
1:2*
我们素菜吃、白水喝、
10:10
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 创
Dan 1:13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
创 11:2
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 亚 5:11 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
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1:4
所看的待仆人罢。
创 11:28
Dan 1:3 王吩咐太监长亚施毗拿、
拉 5:12
Dan 1:14 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
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
试看他们十天。
进几个人来、
Dan 1:15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
Dan 1:4 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
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
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
美肥胖．
俱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
Dan 1:16 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
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言语。
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Dan 1:5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
Dan 1:17 这四个少年人、
神在各
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
样文字学问上、〔学问原文作智
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
慧〕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
们在王面前侍立。
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Dan 1:6 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
Dan 1:18 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
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
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
撒利雅．
他们带到王面前。
Dan 1:7 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
Dan 1:19 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
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雅为
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
沙得拉、称米沙利为米煞、称亚
雅、米沙利、亚撒利雅、所以留
撒利雅为亚伯尼歌。
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Dan 1:8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
Dan 1:20 王考问他们一切事、就见
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Dan 1: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
Dan 1:21 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
前蒙恩惠、受怜悯．
在。
Dan 1:10 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
第二章
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
Dan 2:1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
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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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
Dan 2:2 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
2:18
的、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召来、 奥秘:
但 4:9
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 摩 3:7
弗 3:3
来站在王前．
提前 3:9
Dan 2:3 王对他们说、我作了一梦、
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Dan 2:4 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
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
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Dan 2:5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梦我
已经忘了、〔或作我已定命八节
同〕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
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
必成为粪堆．
Dan 2:6 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
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
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
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Dan 2:7 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
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Dan 2:8 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
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
我已经忘了．
Dan 2:9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
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
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
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
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
我。
Dan 2:10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
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
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
权的、向术士、或用法术的、或
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
Dan 2:11 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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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
面前能说出来。
Dan 2:12 因此王气忿忿的大发烈怒、
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Dan 2:13 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
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
伴、要杀他们。
Dan 2:14 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
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
言回答他、
Dan 2:15 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
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
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Dan 2:16 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
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Dan 2:17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
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
沙利、亚撒利雅、
Dan 2:18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
神施
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
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Dan 2:19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
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
称颂天上的 神．
Dan 2:20 但以理说、
神的名是应
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
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Dan 2:21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
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
识赐与聪明人．
Dan 2:22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
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Dan 2:23 我列祖的
神阿、我感谢
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
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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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给我们指明。
Dan 2:24 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
2:27
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 利 19:26
但 4:7
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但 5:7
但 5:11
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
2:44
讲解告诉王。
太 3:2
Dan 2:25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
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
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
解告诉王。
Dan 2:26 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
理说、你能将我所作的梦、和梦
的讲解、告诉我么。
Dan 2:27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
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
术的、术士、观兆的、都不能告
诉王．
Dan 2: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
神、
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
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
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
这样。
Dan 2:29 王阿、你在床上想到后来
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
来必有的事指示你．
Dan 2:30 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
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
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
的思念。
Dan 2:31 王阿、你梦见一个大像、
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
前、形状甚是可怕．
Dan 2:32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
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
Dan 2:33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
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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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2: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

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
泥的脚上、把脚砸碎、
Dan 2:35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
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
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Dan 2:36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
前要讲解那梦．
Dan 2:37 王阿、你是诸王之王、天
上的 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
尊荣、都赐给你．
Dan 2:38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
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
Dan 2:39 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
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
必掌管天下．
Dan 2:40 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
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
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Dan 2:41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
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
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
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Dan 2:42 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
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Dan 2:43 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
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
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
样。
Dan 2:44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
上的 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
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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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2:45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

作舌下同〕、有令传与你们。

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
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
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Dan 2:46 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
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
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
Dan 2:47 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
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 神、诚
然是万 神之 神、万王之主、
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Dan 2:48 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
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
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
比伦的一切哲士。
Dan 2:49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得
拉、米煞、亚伯尼歌、管理巴比
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
中侍立。

Dan 3:5 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

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
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
立的金像．
Dan 3:6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
扔在烈火的窑中。
Dan 3:7 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
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
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Dan 3:8 那时有几个迦勒底人、进
前来控告犹大人．
Dan 3:9 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
愿王万岁．
Dan 3:10 王阿、你曾降旨说、凡听
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
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
像。
Dan 3:11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
烈火的窑中．
Dan 3:12 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
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
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王阿、这
些人不理你、不事奉你的神、也
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Dan 3:13 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
吩咐人把沙得拉、米煞、亚伯尼
歌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
王面前。
Dan 3:14 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
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你们不
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
金像、是故意的么．
Dan 3:15 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
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

第三章
Dan 3:1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

像、高六十肘、宽六肘、立在巴
比伦省杜拉平原．
Dan 3:2 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
钦差、巡抚、臬司、藩司、谋士、
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
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
光之礼。
Dan 3:3 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臬
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
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
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
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
Dan 3:4 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
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哪〔族原文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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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
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
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
手呢。
Dan 3:16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3:25
对王说、尼布甲尼撒阿、这件事 启 15:2
我们不必回答你．
Dan 3:17 即便如此、我们所事奉的
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
来．王阿、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
的手．
Dan 3:18 即或不然、王阿、你当知
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
拜你所立的金像。
Dan 3:19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
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变
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
常更加七倍．
Dan 3:20 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
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捆起
来、扔在烈火的窑中。
Dan 3:21 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
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
在烈火的窑中。
Dan 3:22 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
那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
人、都被火焰烧死。
Dan 3:23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
窑中。
Dan 3:24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
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
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么．他们
回答王说、王阿、是．
Dan 3:25 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
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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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
好像神子。
Dan 3:26 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
窑门、说、至高 神的仆人沙得
拉、米煞、亚伯尼歌出来、上这
里来罢．沙得拉、米煞、亚伯尼
歌、就从火中出来了。
Dan 3:27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
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
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
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
没有火燎的气味。
Dan 3:28 尼布甲尼撒说、沙得拉、
米煞、亚伯尼歌的 神、是应当
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
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
身、在他们 神以外不肯事奉敬
拜别神．
Dan 3:29 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
国何族的人、谤讟沙得拉、米煞、
亚伯尼歌之 神的、必被凌迟、
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
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Dan 3:30 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
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第四章
Dan 4:1 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

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
们大享平安．
Dan 4:2 我乐意将至高的
神向我
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
Dan 4:3 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
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
的权柄存到万代。
Dan 4:4 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
平顺在殿内、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四章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四章
Dan 4:5 我作了一梦、使我惧怕．我

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异象、
使我惊惶．
Dan 4:6 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
4:7
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 利 19:26
但 2:27
讲解告诉我．
但 5:7
但 5:11
Dan 4:7 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
迦勒底人、观兆的、都进来、我 4:9
奥秘:
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 但 2:18
摩 3:7
把梦的讲解告诉我．
弗 3:3
提前 3:9
Dan 4:8 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
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
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
他说、
Dan 4:9 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阿、
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
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
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
梦的讲解告诉我．
Dan 4:10 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
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
其高大、
Dan 4:11 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
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
Dan 4:12 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
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
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
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
Dan 4:13 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
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
Dan 4:14 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
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
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
Dan 4:15 树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
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
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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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吃草、
Dan 4:16 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
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
〔期或作年本章同〕
Dan 4:17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

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
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
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
人执掌国权．
Dan 4:18 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作
的梦、伯提沙撒阿、你要说明这
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
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惟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Dan 4:19 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
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
伯提沙撒阿、不要因梦和梦的讲
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
阿、愿这梦归与恨恶你的人、讲
解归与你的敌人。
Dan 4:20 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
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
Dan 4:21 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
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
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
Dan 4:22 王阿、这渐长又坚固的树
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
的权柄管到地极．
Dan 4:23 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
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
树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
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
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
草、直到经过七期。
Dan 4:24 王阿、讲解就是这样．临
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
的命．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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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4:25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

他的国存到万代。
Dan 4:35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
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
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
作什么呢。
Dan 4:36 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
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
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
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
Dan 4:37 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
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作的
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
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
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
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Dan 4:26 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桩、
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
必定归你．
Dan 4:27 王阿、求你悦纳我的谏言、
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
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
延长。
Dan 4:28 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
Dan 4:29 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
巴比伦王宫里、〔原文作上〕
Dan 4:30 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
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
严的荣耀么。
Dan 4:31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
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
撒王阿、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
离开你了．
Dan 4:32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
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
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
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
赐与谁。
Dan 4:33 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
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
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
同鸟爪。
Dan 4:34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
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
永远的 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
His Faith

第五章
Dan 5:1 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

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
Dan 5:2 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
将他父〔父或作祖下同〕尼布甲尼
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
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
好用这器皿饮酒．
Dan 5:3 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
神
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
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
酒。
Dan 5:4 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
木石所造的神。
Dan 5:5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
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
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
Dan 5:6 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
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
Dan 5:7 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
迦勒底人、并观兆的领进来、对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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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
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
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Dan 5:8 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
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
告诉王。
Dan 5:9 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
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
Dan 5:10 太后〔或作皇后下同〕因王
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
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
脸面不要变色．
Dan 5:11 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
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
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
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
用法术的、和迦勒底人、并观兆
的领袖．
Dan 5:12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
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
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
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
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Dan 5:13 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
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
中的但以理么．就是我父王从犹
大掳来的么．
Dan 5:14 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
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
慧．
Dan 5:15 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
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
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
把讲解说出来．
Dan 5:16 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五章

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
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
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Dan 5:17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
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
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
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
Dan 5:18 王阿、至高的
神曾将国
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与你父
尼布甲尼撒．
Dan 5:19 因
神所赐他的大权、各
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
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
升降．
Dan 5:20 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
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
夺去荣耀．
Dan 5:21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
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
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
至高的 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
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
Dan 5:22 伯沙撒阿、你是他的儿子、
〔或作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
心仍不自卑、
Dan 5:23 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
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
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
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
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
却没有将荣耀归与那手中有你
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 神．
Dan 5:24 因此从
神那里显出指头
来、写这文字。
Dan 5:25 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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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客勒、乌法珥新 ．
Dan 5:26 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
5:29*
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 可 15:17
约 19:2
毕．
Dan 5:27 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
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Dan 5:28 毗勒斯、〔与乌法珥新同义〕
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
波斯人。
*
Dan 5:29 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
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
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
第三。
Dan 5:30 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
Dan 5:31 玛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
岁、取了迦勒底国。

第六章
Dan 6:1 大利乌随心所愿、立一百

二十个总督、治理通国。
Dan 6:2 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
（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
们三人面前回覆事务、免得王受
亏损。
Dan 6:3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
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Dan 6:4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
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
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信
实b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Dan 6:5 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
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 神
的律法中就寻不着。
a Dan 5:25 原文 ./ys!r+p^W lq}T= an}m= an}m= <yv!r+ yD]
ab*t*k= hn`d+W
b Dan 6:4 信实 /m^yh@m=-yD] 和合本译作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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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6:6 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

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
Dan 6:7 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
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
一条坚定的禁令．〔或作求王下旨
要立一条云云〕三十日内不拘何
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
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Dan 6:8 王阿、现在求你立这禁令、
加盖玉玺、使禁令决不更改、照
玛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
的。
Dan 6:9 于是大利乌王立这禁令、
加盖玉玺。
Dan 6:10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
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
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 神面前、祷告感谢、
与素常一样。
Dan 6:11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
以理在他 神面前祈祷恳求．
Dan 6:12 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
禁令、说、王阿、三十日内不拘
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
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
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么。王
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玛代和波
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Dan 6:13 他们对王说、王阿、那被
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
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
一日三次祈祷。
Dan 6:14 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
一心要救但以理、筹画解救他、
直到日落的时候。
Dan 6:15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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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阿、当知道玛代人和波斯
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
例、都不可更改。
Dan 6:16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
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
说、你所常事奉的 神、他必救
你。
Dan 6:17 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
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
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
更改。
Dan 6:18 王回宫、终夜禁食、无人
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
Dan 6:19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
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Dan 6:20 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
理、对但以理说、永生 神的仆
人但以理阿、你所常事奉的 神
能救你脱离狮子么。
Dan 6:21 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
Dan 6:22 我的
神差遣使者、封住
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
在 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
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Dan 6:23 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
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
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
因为信靠他的 神。
Dan 6: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
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
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
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
〔抓住原文作胜了〕咬碎他们的骨
头。
Dan 6:25 那时大利乌王传旨、晓谕
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七章

说、愿你们大享平安．
Dan 6:26 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
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 神
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
长存的活 神、他的国永不败坏、
他的权柄永存无极．
Dan 6:27 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
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
理脱离狮子的口。
Dan 6:28 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
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
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第七章
Dan 7:1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

以理在床上作梦、见了脑中的异
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
意．
Dan 7:2 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
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
上。
Dan 7:3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形状各有不同、
Dan 7:4 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
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
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
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
心。
Dan 7:5 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
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
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
吞吃多肉、
Dan 7:6 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
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
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
Dan 7:7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
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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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
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
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
7:9
Dan 7:8 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
赛 1:18
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 可 9:3
路 9:29
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 诗 104:2
启 1:14
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
7:10
说夸大的话。
太 26:53
Dan 7:9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
7:13
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 太 26:64
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 7:14
路 24:44
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
Dan 7:10 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 7:25
启 13:5
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
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
卷都展开了。
Dan 7:11 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
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
坏、扔在火中焚烧。
Dan 7:12 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
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
和日期。
Dan 7:13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
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Dan 7:14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
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
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
的国必不败坏。
Dan 7:15 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
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
惊惶。
Dan 7:16 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
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
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
Dan 7:17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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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上兴起．
Dan 7:18 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
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Dan 7:19 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
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
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
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Dan 7:20 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
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
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
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
Dan 7:21 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
战、胜了他们、
Dan 7:22 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
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
就到了。
Dan 7:23 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
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
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
践踏嚼碎。
Dan 7:24 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
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
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
王。
Dan 7:25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
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
一载、二载、半载。
Dan 7:26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
一直到底。
Dan 7:27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
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
必事奉他、顺从他。
Dan 7:28 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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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
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第八章
Dan 8:1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

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
在地、用脚践踏。
Dan 8:11 这山羊〔原文作他〕自以
为高及天象之君、并将常献的燔
祭高举献给自己、毁坏君的圣
8:5
利 17:7
所a。
代下
11:15
Dan 8:12 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
亚 10:3
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
8:17*
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结 1:28
但 10:9-10
Dan 8:13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
徒 9:4
启 1:17
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
说、这将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
的权柄并圣所与施行践踏的军
旅交付他的异象、要到几时为止
呢b。
Dan 8:14 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个
晚上和早晨、圣所就必洁净c。
Dan 8:15 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
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
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
Dan 8:16 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中有
人声呼叫说、加百列阿、要使此
人明白这异象。
Dan 8:17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一来、我就惊慌仆倒*面伏于
地d．他对我说、人子阿、你要明
*

异象现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
见的异象之后。
Dan 8:2 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
为在以拦省、书珊城中．〔城或作
宫〕我见异象又如在乌莱河边。
Dan 8:3 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角的
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角都高、这
角高过那角、更高的是后长的。
Dan 8:4 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
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
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
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Dan 8:5 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
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
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
一非常的角。
Dan 8:6 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
有双角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忿
怒、向他直闯。
Dan 8:7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
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
两角、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
Dan 8:8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
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
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方原文
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
Dan 8:9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
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
地、渐渐成为强大。
Dan 8:10 这角〔原文作他〕渐渐强大、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八章

a Dan 8:11 这山羊...高举献给自己、毁坏君的圣所
(<yr]h@ 高举参看Lam 2:17) .w{vD`q+m! /okm= El^v=h%w+
dym!T*h^ ¬<r~Wh} <yr]h@ WNM#m!W lyD]g+h! ab*X*h^-rc^ du^w+
和合本译作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
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
b Dan 8:13 这将... .sm*r+m! ab*x*w+ vd\q)w+ tT@ <m@v)
uv^P#h^w+ dym!T*h^ /ozj*h# yt^m*-du^ 和合本译作这除
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
旅践踏的异象、〔军旅或作以色列的军〕要到
几时才应验呢
c Dan 8:14 他对... .vd\q) qD~x=n]w+ toam@ vOv=W <y]P^l=a^
rq\B) br\u# du^ 和合本译作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
必洁净
d Dan 8:17 仆倒面伏于地 yn`P*-lu^ hl*P=a#w` 和合本
译作俯伏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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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
Dan 8:18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
8:26
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 但 8:14
*创 1:5
起来、
9:1-2
Dan 8:19 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 大利乌王
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 元年:约
AM 3600
期。
9:2
Dan 8:20 你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 代下
36:21
就是玛代和波斯王。
耶 25:11
耶 29:10
Dan 8:21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亚 1:12
〔希腊原文作雅完下同〕两眼当中 赛 23:17
的大角、就是头一王。
Dan 8:22 至于那折断了的角、在其
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
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
势都不及他。
Dan 8:23 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
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
恶、能用双关的诈语。
Dan 8:24 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
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
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
有能力的和圣民。
Dan 8:25 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
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
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
击万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
灭亡。
*
Dan 8:26 所说这晚上和早晨 的异
象是信实的a、但你要将这异象
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Dan 8:27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
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
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
a Dan 8:26 所说... tm#a$ rm^a$n\ rv#a& rq\B)h^w+ br\u#h*
ha@r+m^W 和合本译作所说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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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其中的意思。

第九章
Dan 9:1 玛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

大利乌、立为迦勒底国的王元年、
Dan 9: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
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
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
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Dan 9:3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
向主 神祈祷恳求。
Dan 9:4 我向耶和华我的
神祈祷、
认罪、说、主阿、大而可畏的 神、
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
爱．
Dan 9:5 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Dan 9:6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
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
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Dan 9:7 主阿、你是公义的、我们是
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
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
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
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
日一样。
Dan 9:8 主阿、我们和我们的君王、
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
脸上蒙羞。
Dan 9:9 主、我们的
神、是怜悯饶
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
Dan 9:10 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
神的话、没有遵行他藉仆人众先
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
Dan 9:11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
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
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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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
是称为你名下的。
因我们得罪了 神。
Dan 9:20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
9:23
Dan 9:12 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
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
太 24:15
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
我 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 神
9:24-27
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 路 24:44 面前恳求．
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Dan 9:21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
9:24
申 4:2
Dan 9:13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太 11:13 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
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 启 22:18 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
没有求耶和华我们 神的恩典、 9:25* 按手在我身上。
约 2:20
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
Dan 9:22 他指教我说、但以理阿、
9:25
真理。
出令重建: 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
Dan 9:14 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 AM 3600 明。
圣索重建
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 完工: Dan 9:23 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
AM 3649
的 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 耶路撒冷 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
重建完工:
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AM4083 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
Dan 9:15 主我们的
神阿、你曾用 9:26-27 事、和异象。
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 受膏君被
Dan 9:24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剪除:
AM
4153
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
一七之内:
我们犯了罪、作了恶。
可以是: 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
七小时,
*
Dan 9:16 主阿、求你按你的大仁大 七天,
作彰显〕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 、
义、使你的怒气和忿怒转离你的 七个月,
并膏至圣者〔者或作所〕。
七年,
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 七十年, Dan 9:25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
七百年,
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 七千年. 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
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 阿们. 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
9:26
人羞辱。
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
太 24:21
Dan 9:17 我们的
神阿、现在求你
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
9:27
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 太 24:15 造。
但 12:11
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
Dan 9:26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
Dan 9:18 我的
神阿、求你侧耳而
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无所
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
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
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
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
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
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
乃因你的大怜悯。
经定了。
Dan 9:19 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
Dan 9:27 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
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
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
我的 神阿、因这城和这民、都
祀与供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
*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九章

972

FOJC.NET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九章
〔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

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
的结局。

第十章
Dan 10:1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

10:6

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 启 1:15
太 28:3
事是信实的a、是指着大争战、但
10:9
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
结 1:28
但 8:17
Dan 10:2 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
徒 9:4
启 1:17
三个七日。
Dan 10:3 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 10:19*
结 2:2
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
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Dan 10:4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希底
结大河边、
Dan 10:5 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
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
Dan 10:6 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
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
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
音。
Dan 10:7 这异象、惟有我但以理一
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
他们却大大战兢、逃跑隐藏、
Dan 10:8 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
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
毫无气力。
Dan 10:9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
Dan 10:10 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
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
Dan 10:11 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
以理阿、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
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

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
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
Dan 10:12 他就说、但以理阿、不要
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
白将来的事、又在你 神面前刻
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
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Dan 10:13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
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就是天
使长二十一节同〕中的一位米迦勒
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
那里。
Dan 10:14 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
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
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Dan 10:15 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
朝地、哑口无声。
Dan 10:16 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
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
面前的说、我主阿、因见这异象
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
Dan 10:17 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
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
毫无气息。
Dan 10:18 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
我使我有力量。
Dan 10:19 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
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
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
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
有力量。
Dan 10:20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
见你么、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
魔君争战、我去后希腊〔原文作
雅完〕的魔君必来。
Dan 10:21 但我要将那录在信实书

a Dan 10:1 信实的 tm#a$w\ 和合本译作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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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在真理书〕b上的事告诉你．

且得胜．
Dan 11:8 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
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
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
的王。
Dan 11:9 北方的王〔原文作他〕必入
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
Dan 11:10 北方王〔原文作他〕的二
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
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
去争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
Dan 11:11 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
北方王争战、摆列大军、北方王
的军兵必交付他手。
Dan 11:12 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
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仆倒、却
不得常胜。
Dan 11:13 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
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
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
Dan 11:14 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
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
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
要败亡。
Dan 11:15 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
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
就是选择的精兵〔精兵原文作民〕
也无力站住。
Dan 11:16 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
无人在北方王〔原文作他〕面前
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
用手施行毁灭。
Dan 11:17 他必定意用全国之力而
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
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
败坏他、〔或作埃及〕这计却不得

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没
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

第十一章
Dan 11:1 又说、当玛代王大利乌元

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
坚强。
Dan 11:2 现在我将信实〔或作真
理〕b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
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
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
希腊国。
Dan 11:3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
执掌大权、随意而行。
Dan 11:4 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
破裂、向天的四方〔方原文作风〕
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
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
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之外的人。
Dan 11:5 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
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
柄、他的权柄甚大。
Dan 11:6 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连
合．南方王的女儿、必就了北方
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
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
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
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
的、都必交与死地。
Dan 11:7 但这女子的本家、〔本家原
文作根〕必另生一子〔子原文作
枝〕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
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
b Dan 10:21 在信实书〔或作在真理书〕
tm#a$ bt*k=B! 和合本译作在真确书
b Dan 11:2 信实... tm#a$ 和合本译作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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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
Dan 11:18 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
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
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
本身。
Dan 11:19 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
却要绊跌仆倒、归于无有。
Dan 11:20 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
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
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
灭亡、却不因忿怒、也不因争战。
Dan 11:21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
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
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
用谄媚的话得国。
Dan 11:22 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
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
君也必如此。
Dan 11:23 与那君结盟之后、他必行
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
〔原文作民〕成为强盛。
Dan 11:24 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
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
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
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
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
暂时的。
Dan 11:25 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
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
极强的军兵与他争战、却站立不
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
Dan 11:26 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
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
甚多。
Dan 11:27 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
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
His Faith

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Dan 11:28 北方王〔原文作他〕必带
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
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
Dan 11:29 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
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
Dan 11:30 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
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
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
弃圣约的人。
Dan 11:31 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
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献的燔祭、
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
Dan 11:32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
用巧言勾引．惟独认识 神的子
民、必刚强行事。
Dan 11:33 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
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
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
Dan 11:34 他们仆倒的时候、稍得扶
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
他们。
Dan 11:35 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为
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
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
事就了结。
Dan 11:36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 神、又用奇异的话
攻击万 神之 神．他必行事亨
通、直到主的忿怒完毕、因为所
定的事、必然成就。
Dan 11:37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
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
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
一切。
Dan 11:38 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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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
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Dan 11:39 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
12:2
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 太 25:46
约 5:29
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
12:3
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林前
15:41
Dan 11:40 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
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 12:4*
约一 2: 18
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
12:9*
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
但 12:4
Dan 11:41 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 12:11
9:27
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 但
太 24:15
押人、和一大半亚扪人、必脱离
他的手。
Dan 11:42 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
地也不得脱离。
Dan 11:43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
宝、和各样的宝物．吕彼亚人、
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
Dan 11:44 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
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多人杀灭净尽。
Dan 11:45 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
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
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
他。

第十二章
Dan 12:1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

使长〔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
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
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
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
得拯救。
Dan 12:2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
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
辱永远被憎恶的。
但以理书 (但) Dan 第十二章

a

Dan 12:3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穹苍

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
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Dan 12:4 但以理阿、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
来往奔跑、〔或作切心研究〕知识
就必增长。
Dan 12:5 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
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
在河那边。
Dan 12:6 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
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
到几时才应验呢。
Dan 12:7 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
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
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
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
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
了
Dan 12:8 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
就说、我主阿、这些事的结局是
怎样呢。
Dan 12:9 他说、但以理阿、你只管
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
到末时*。
Dan 12:10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
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
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惟独智
慧人能明白。
Dan 12:11 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
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
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Dan 12:12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的、那人便为有福。
Dan 12:13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
a Dan 12:3 穹苍 u~yq]r`h* 和合本译作天上, 参看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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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
享受你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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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书

们的

(何) Hos

第一章
Hos 1:1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

1:1
赛 1:1

希西家、作犹大王、约阿施的儿 摩 1:1
弥 1:1
子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时候、 先知年表
耶和华的话临到备利的儿子何 1:4
王下
西阿。
10:11
Hos 1:2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 王下 17:6
何 1:4
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 摩 7:9
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 2:3
结 16 章
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Hos 1:3 于是何西阿去娶了滴拉音
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
生了一个儿子。
Hos 1:4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
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
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
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
绝。
Hos 1:5 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
原折断以色列的弓。
Hos 1:6 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
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
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
决不赦免他们．
Hos 1:7 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
们靠耶和华他们的 神得救、不
使他们靠弓、刀、争战、马匹、与
马兵得救。
Hos 1:8 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
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Hos 1:9 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
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因为
你们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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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Hos 1:10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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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
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
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 神的儿子。
Hos 1:11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
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
地上去、〔或作从被掳之地上来〕
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

第二章
Hos 2:1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

米、〔就是我民的意思〕称你们的
姊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
思〕
Hos 2:2 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

争辩、．因为他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是他的丈夫．叫他除掉脸
上的淫像、和胸间的淫态．
Hos 2:3 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
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他
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
Hos 2:4 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
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Hos 2:5 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
他们的母作了可羞耻的事、因为
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
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
的。
Hos 2:6 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
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
路。
Hos 2:7 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
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
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
的光景比如今还好。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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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 2:8 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

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
却以此供奉〔或作制造〕巴力。
Hos 2:9 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
2:16
酒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 赛 54:5
启 3:12
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 启 19:12
*创 2:23
和麻、夺回来。
Hos 2:10 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2:23
罗 9:25
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
3:2
亚 11:12
离我的手。
太 26:15
Hos 2:11 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
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 3:3
可 2:20
都止息了。
Hos 2:12 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
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
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
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
Hos 2:13 我必追讨他素日给诸巴力
烧香的罪、那时他佩带耳环、和
别样妆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
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Hos 2:14 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
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
Hos 2:15 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
葡萄园、又赐他亚割谷作为指望
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或作歌
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
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Hos 2:16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
我伊施*、〔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
称呼我巴力、〔就是我主的意思〕
Hos 2:17 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
掉诸巴力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
起。
Hos 2:18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
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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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
断弓刀、止息争战、使他们安然
躺卧。
Hos 2:19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
归我．
a
Hos 2:20 也以信实聘你归我 、你就
必认识我耶和华。
Hos 2:21 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
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
Hos 2:22 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
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
就是

神栽种的意思〕

Hos 2:23 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

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
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
他必说、你是我的 神。

第三章
Hos 3:1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

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
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
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Hos 3:2 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
大麦一贺梅珥半、买他归我。
Hos 3:3 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
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
妻、我向你也必这样。
Hos 3:4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
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
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
Hos 3:5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
作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 神耶
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
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
a Hos 2:20 也以信实聘你归我 hn`Wma$B# yl! EyT!
c=r~a@w+ 和合本译作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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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领受他的恩惠。

Hos 4:12 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

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
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
神、不守约束。
Hos 4:13 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
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
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
乱、你们的新妇〔或作儿妇下同〕
行淫。
Hos 4:14 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
新妇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
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
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
致倾倒。
Hos 4:15 以色列阿、你虽然行淫、犹
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
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
生的耶和华起誓。
Hos 4:16 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
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
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
Hos 4:17 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
罢。
Hos 4:18 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
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
耻的事。
Hos 4:19 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
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

第四章
Hos 4:1 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耶

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
争辩、因这地上无信实〔或作无
真理〕a、无良善、无人认识 神。
Hos 4:2 但起假誓、不践前言、杀害、
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
接连不断。
Hos 4:3 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
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
海中的鱼也必消灭。
Hos 4:4 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
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
人一样。
Hos 4:5 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
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
灭绝你的母亲。
Hos 4:6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
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
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Hos 4:7 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
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
辱、
Hos 4:8 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
心愿意我民犯罪。
Hos 4:9 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
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
照他们所作的报应他们。
Hos 4:10 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
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
华、不遵他的命。
Hos 4:11 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
的心。

第五章
Hos 5:1 众祭司阿、要听我的话。以

色列家阿、要留心听．王家阿、
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
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泊
山如铺张的网。
Hos 5:2 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
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

a Hos 4:1 无信实... tm#a$-/ya@ 和合本译作无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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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 5:3 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

Hos 5:15 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

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哪、现在
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
Hos 5:4 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
6:6
向 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 箴 21:3
太 9:13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太 12:7
太 23:23
Hos 5:5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 可 12:33
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
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
们一同跌倒。
Hos 5:6 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
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
开他们。
Hos 5:7 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
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
们的地业必被吞灭。
Hos 5:8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
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
说、便雅悯哪、有仇敌在你后头。
Hos 5:9 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
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
指示将来必成的事。
Hos 5:10 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
的人、我必将忿怒倒在他们身上、
如水一般。
Hos 5:11 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
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
Hos 5:12 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
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
Hos 5:13 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
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
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
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
Hos 5:14 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
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
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

觉有罪、〔或作承认己罪〕寻求我
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
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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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Hos 6:1 来罢、我们归向耶和华．他

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
们、也必缠裹。
Hos 6:2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
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Hos 6:3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
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
地的春雨。
Hos 6:4 主说、以法莲哪、我可向你
怎样行呢．犹大阿、我可向你怎
样作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
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
Hos 6:5 因此、我藉先知砍伐他们、
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
的审判如光发出。
Hos 6:6 我喜爱良善、〔或作怜恤〕
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 神、胜
于燔祭。
Hos 6:7 他们却如亚当背约、在境
内向我行事诡诈。
Hos 6:8 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
血沾染。
Hos 6:9 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
祭司结党、也照样在示剑的路上
杀戮、行了邪恶。
Hos 6:10 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
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
色列被玷污。
Hos 6:11 犹大阿、我使被掳之民归
何西阿书 (何) Hos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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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
场。

Hos 7:12 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

第七章
Hos 7:1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8:2

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 太 7:21
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 8:7
该 1:6
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 箴 22:8
群骚扰。
Hos 7:2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记念
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
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
Hos 7:3 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
谎使首领喜乐。
Hos 7:4 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
被烤饼的烧热、从抟面到发面的
时候、暂不使火着旺。
Hos 7:5 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
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亵慢人
拉手。
Hos 7:6 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
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
到了早晨火气炎炎。
Hos 7:7 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
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仆倒而
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Hos 7:8 以法莲与列邦人搀杂．以
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Hos 7:9 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
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
觉得。
Hos 7:10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
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
向耶和华他们的 神、也不寻求
他。
Hos 7:11 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
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
何西阿书 (何) Hos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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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
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
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
Hos 7:13 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
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
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
Hos 7:14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
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
聚集、仍然悖逆我。
Hos 7:15 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
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
Hos 7:16 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
者．他们如同翻背的弓．他们的
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
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

第八章
Hos 8:1 你用口吹角罢．敌人如鹰

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
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
Hos 8:2 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
神阿、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
Hos 8:3 以色列丢弃良善、〔或作福
分〕仇敌必追逼他。
Hos 8:4 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
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
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
Hos 8:5 撒玛利亚阿、耶和华已经
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
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
罪呢。
Hos 8:6 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
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
的牛犊、必被打碎。
Hos 8:7 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
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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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
人必吞吃。
Hos 8:8 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
9:10
太 21:19
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
Hos 8:9 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
的野驴．以法莲贿买朋党。
Hos 8:10 他们虽在列邦中贿买人、
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
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
衰微。
Hos 8:11 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
此、祭坛使他犯罪。
Hos 8:12 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
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
Hos 8:13 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
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
现在必记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
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
Hos 8:14 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
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
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
的宫殿。

第九章
Hos 9:1 以色列阿、不要像外邦人

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
的 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
赏赐。
Hos 9:2 谷场和酒醡、都不够以色
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
Hos 9:3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
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
吃不洁净的食物。
Hos 9:4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
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
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
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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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
的殿。
Hos 9:5 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
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
Hos 9:6 看哪、他们逃避灾难、埃及
人必收殓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
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作
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棚
中必生荆棘。
Hos 9:7 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
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
说、作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
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
大怀怨恨。
Hos 9:8 以法莲曾作我
神守望的、
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
捕鸟人的网罗、在他 神的家中
怀怨恨。
Hos 9:9 以法莲深深地败坏、如在
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记
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Hos 9:10 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
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
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
们却来到巴力毗珥专拜那可羞
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
所爱的一样。
Hos 9:11 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
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
胎、不成孕。
Hos 9:12 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
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
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
Hos 9:13 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
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
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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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
Hos 10:8 伯亚文的邱坛、就是以色
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
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
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
山说、倒在我们身上。
Hos 10:9 以色列阿、你从基比亚的
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
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
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事临
不到自己。
Hos 10:10 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
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
集攻击他们。
Hos 10:11 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
喜爱踹谷、我却将轭加在它肥美
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
〔或作被骑〕犹大必耕田、雅各必
耙地。
Hos 10:12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
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
身上。
Hos 10:13 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
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
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
众多、
Hos 10:14 所以在这民中必有哄嚷
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
就如沙勒幔在争战的日子拆毁
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
摔死。
Hos 10:15 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
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
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

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
Hos 9:15 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
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
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
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
Hos 9:16 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
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
他们所生的爱子。
Hos 9:17 我的
神必弃绝他们、因
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飘流
在列国中。

第十章
Hos 10:1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
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
的柱像。
Hos 10:2 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
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
坛、毁坏他们的柱像。
Hos 10:3 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
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
们作什么呢。
Hos 10:4 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
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
间的犁沟中。
Hos 10:5 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
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
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
离开他、为他悲哀。
Hos 10:6 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
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
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
惭愧。
Hos 10:7 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
何西阿书 (何) Hos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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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Hos 11:1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12:4-5

创 32:24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Hos 11:2 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
越发走开、向诸巴力献祭、给雕
刻的偶像烧香。
Hos 11:3 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
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
我医治他们。
Hos 11:4 我用慈绳〔慈原文作人的〕
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
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
们面前。
Hos 11:5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
述人却要作他们的王、因他们不
肯归向我。
Hos 11:6 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
毁坏门闩、把人吞灭、都因他们
随从自己的计谋。
Hos 11:7 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
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
的主、却无人尊崇主。
Hos 11:8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阿、我怎能弃绝你、我怎
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Hos 11:9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
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 神、
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Hos 11:10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
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
从西方急速而来。
Hos 11:11 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
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
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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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的。
Hos 11:12 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
用诡计围绕我、犹大至今还是自
己作主不顺服 神、不顺服那信
实的圣者。a

第十二章
Hos 12:1 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

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
约、把油送到埃及。
Hos 12:2 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
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作的
报应他。
Hos 12:3 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
壮年的时候与 神较力、
Hos 12:4-5 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
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
耶和华万军之 神在那里晓谕
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记
念的名。
Hos 12:6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
神、
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
神。
Hos 12:7 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
诈的天平、爱行欺骗。
Hos 12:8 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
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
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
的。
Hos 12:9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
就是耶和华你的 神、我必使你
再住帐棚、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
Hos 12:10 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
a Hos 11:12 犹大...自己作主...〔dr` 自己作主 参
看 Jer2:31 脱离约束〕./m*a$n\ <yv!odq+-<u!w+ la@<u! dr` du) hd`Whyw] 和合本译作犹大却靠 神掌
权、向圣者有忠心。〔或作犹大向 神向诚实的
圣者犹疑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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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默示、藉先知设立比喻。
Hos 12:11 基列人没有罪孽么．他们
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吉甲献牛犊
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
沟中的乱堆。
Hos 12:12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
色列为得妻服事人、为得妻与人
放羊。
Hos 12:13 耶和华藉先知领以色列
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藉先知而
得保存。
Hos 12:14 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
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
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
归还他。

13:11
撒上 8:7

13:13
太 24:8

第十三章
Hos 13:1 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

兢、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
他在事奉巴力的事上犯罪就死
了。
Hos 13:2 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
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
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
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
亲嘴。
Hos 13:3 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
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
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
窗外。
Hos 13:4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
就是耶和华你的 神、在我以外、
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
有救主。
Hos 13:5 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
你。
Hos 13:6 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
何西阿书 (何) Hos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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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
记了我。
Hos 13:7 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
如豹伏在道旁。
Hos 13:8 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
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或作心
膜〕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
野兽必撕裂他们。
Hos 13:9 以色列阿、你与我反对、就
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
Hos 13:10 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
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
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
的城中拯救你罢。
Hos 13:11 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
在烈怒中将王废去。
Hos 13:12 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
罪恶收藏。
Hos 13:13 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
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
不当迟延。
Hos 13:14 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
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阿、你
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哪、你的
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
悔之事。
Hos 13:15 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
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
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
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
的一切宝器。
Hos 13:16 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
罪、因为悖逆他的 神、他必倒
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
被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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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Hos 14:1 以色列阿、你要归向耶和

华你的 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
跌倒了。
Hos 14:2 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
告他说、求你除净罪孽、悦纳善
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
替牛犊献上。
Hos 14:3 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
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
的说、你是我们的 神、因为孤
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
Hos 14:4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
们转消。
Hos 14: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
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
木扎根。
Hos 14:6 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
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
的香柏树。
Hos 14:7 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
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
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
Hos 14:8 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
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
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Hos 14:9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
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
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
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
上跌倒。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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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珥书

(珥) Joe

第一章
Joe 1:1 耶和华的话临到毗土珥的

儿子约珥。
Joe 1:2 老年人哪、当听我的话．国
2:2
中的居民哪、都要侧耳而听．在 太 24:21
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么。
Joe 1:3 你们要将这事传与子、子传
与孙、孙传与后代。
Joe 1:4 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
虫剩下的、蝻子来吃．蝻子剩下
的、蚂蚱来吃。
Joe 1:5 酒醉的人哪、要清醒哭泣．
好酒的人哪、都要为甜酒哀号．
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Joe 1:6 有一队蝗虫〔原文作民〕又
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
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
狮的大牙。
Joe 1:7 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
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
枝条露白。
Joe 1:8 我的民哪、你当哀号、像处
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号。
Joe 1:9 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
中断绝．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
哀。
Joe 1:10 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
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
Joe 1:11 农夫阿、你们要惭愧、修理
葡萄园的阿、你们要哀号、因为
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
了。
Joe 1:12 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
约珥书 (珥) Joe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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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
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
喜乐尽都消灭。
Joe 1:13 祭司阿、你们当腰束麻布
痛哭．伺候祭坛的阿、你们要哀
号．事奉我 神的阿、你们要来
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
祭、从你们 神的殿中断绝了。
Joe 1:14 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
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 神
的殿、向耶和华哀求。
Joe 1:15 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
者来到。
Joe 1:16 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
了么．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 神
的殿中止息了么。
Joe 1:17 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
荒凉、廪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
了。
Joe 1:18 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
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
Joe 1:19 耶和华阿、我向你求告．因
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
田野的树木．
Joe 1:20 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
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
场。

第二章
Joe 2:1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

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
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临近。
Joe 2:2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
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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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队蝗虫〔原文作民〕又大又
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
万代也必没有。
Joe 2:3 它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
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
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
没有一样能躲避它们的。
Joe 2:4 它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
兵。
Joe 2:5 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
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秸的响声、
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
Joe 2:6 他们一来、众民伤恸、脸都
变色。
Joe 2:7 它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
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
Joe 2:8 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
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
Joe 2:9 他们蹦上城、蹿上墙、爬上
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
Joe 2:10 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
昏暗、星宿无光。
Joe 2:11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
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
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
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Joe 2:12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
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
向我。
Joe 2:13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
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 神．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
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
Joe 2:14 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
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
His Faith

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Joe 2:15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
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Joe 2:16 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
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
Joe 2:17 事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
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
华阿、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
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
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
神在哪里呢。
Joe 2:18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
心、怜恤他的百姓．
Joe 2:19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
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
列国的羞辱．
Joe 2:20 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
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
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
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原文作
事〕臭气上升、腥味腾空。
Joe 2:21 地土阿、不要惧怕、要欢喜
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Joe 2:22 田野的走兽阿、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
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
Joe 2:23 锡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欢喜．因他
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
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
前一样。
Joe 2:24 禾场必满了麦子．酒醡与
油醡必有新酒和油盈溢。
Joe 2:25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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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就是蝗虫、蝻子、蚂蚱、剪虫、
Joe 3:4 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
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人哪、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
Joe 2:26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
复我么．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
2:28-32
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 徒 2:17-21 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
箴 1:23
你们 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 多 3:6 Joe 3:5 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
远不至羞愧。
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
2:31
赛 13:10 〔或作庙中〕
Joe 2:27 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
太 24:29
Joe 3:6 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2:32*
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 徒 2:21 卖给希腊人〔原文作雅完人〕使他
罗 10:13
们远离自己的境界．
姓必永远不至羞愧。
Joe 3:7 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
Joe 2:28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
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
的头上．
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
Joe 3:8 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
年人要见异象．
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
Joe 2: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
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
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Joe 3:9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
Joe 2:30 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
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
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前来。
Joe 2:31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
Joe 3:10 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
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
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
的日子未到以前。
勇力。
Joe 2:32 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
*
Joe 3:11 四围的列国阿、你们要速
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
速地来、一同聚集．耶和华阿、
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
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
Joe 3:12 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
和华所召的。
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
第三章
四围的列国。
Joe 3:1 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
Joe 3:13 开镰罢．因为庄稼熟了．践
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
踏罢。因为酒醡满了、酒池盈溢．
Joe 3:2 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
他们的罪恶甚大。
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
Joe 3:14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
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
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
Joe 3:15 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取我的地土．
Joe 3:16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
Joe 3:3 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
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
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
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
约珥书 (珥) Joe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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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保障。
Joe 3:17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
们的 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
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
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Joe 3:18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
山要流奶子、犹大溪河、都有水
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
出来、滋润什亭谷。
Joe 3:19 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
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
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
血。
Joe 3:20 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
撒冷必存到万代。
Joe 3:21 我未曾报复〔或作洗除下
同〕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
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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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书

Amo 1:11 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

(摩) Amo

第一章
Amo 1:1 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

1:1
亚 14:5

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 赛 1:1
何 1:1
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 弥 1:1
先知年表
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论以色
1:12*
列。
赛 34:6
Amo 1:2 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
2:1
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 耶 48:1
场要悲哀、迦密的山顶要枯干。
Amo 1:3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
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
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
过基列。
Amo 1:4 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
烧灭便哈达的宫殿。
Amo 1:5 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闩、
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
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珥．
这是耶和华说的。
Amo 1:6 耶和华如此说、迦萨三番
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
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
Amo 1:7 我却要降火在迦萨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Amo 1:8 我必剪除亚实突的居民、
和亚实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
击以革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
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Amo 1:9 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
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
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
不记念弟兄的盟约。
Amo 1:10 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
内、烧灭其中的宫殿。
阿摩司书 (摩) Amo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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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
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
怜悯、发怒撕裂、永怀忿怒。
Amo 1:12 我却要降火在提幔、烧灭
波斯拉*的宫殿。
Amo 1:13 耶和华如此说、亚扪人三
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
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
妇、扩张自己的境界。
Amo 1:14 我却要在争战呐喊的日
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
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
Amo 1:15 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
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二章
Amo 2:1 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

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
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
成灰。
Amo 2:2 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
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哄嚷呐喊
吹角之中死亡。
Amo 2:3 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
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
戮。这是耶和华说的。
Amo 2:4 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
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
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
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
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
迷了。
Amo 2:5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
耶路撒冷的宫殿。
Amo 2:6 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
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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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
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3:7
Amo 2:7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
奥秘:
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但 2:18
但 4:9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 弗 3:3
提前 3:9
圣名．
Amo 2:8 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
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
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
Amo 2:9 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
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
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
下绝他的根本。
Amo 2:10 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
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
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
Amo 2:11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
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
耳人。以色列人哪、不是这样么．
这是耶和华说的。
Amo 2:12 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
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Amo 2:13 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
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
压物一样。
Amo 2:14 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
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
Amo 2:15 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
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
Amo 2:16 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
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
的。

第三章
Amo 3:1 以色列人哪、你们全家是

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
华攻击你们的话。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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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 3:2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

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
切罪孽。
Amo 3:3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
呢。
Amo 3:4 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
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
岂能从洞中发声呢。
Amo 3:5 若没有机槛、雀鸟岂能陷
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
能从地上翻起呢。
Amo 3:6 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
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
和华所降的么。
Amo 3:7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
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Amo 3:8 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
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
Amo 3:9 要在亚实突的宫殿中、和
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
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
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
事。
Amo 3:10 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
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
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
Amo 3:11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
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
微、抢掠你的家宅。
Amo 3:12 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
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
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躺卧在床角上或铺绣花毯的榻
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
Amo 3:13 主耶和华万军之
神说、
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
阿摩司书 (摩) Amo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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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 3:14 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

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Amo 4:9 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
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
4:11
花果树、橄榄树都被剪虫所吃．
亚 3:2
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
5:5
创 26:25 的。
创 28:19
Amo 4:10 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
书 4:20
耶 7:12-16
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
第四章
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
Amo 4:1 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珊
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
母牛的阿、当听我的话、你们欺
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
Amo 4:11 我倾覆你们中间的城邑、
说、拿酒来、我们喝罢。
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蛾摩拉
Amo 4:2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
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
起誓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
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
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
是耶和华说的。
的钩去。
Amo 4:12 以色列阿、我必向你如此
Amo 4:3 你们各人必从破口直往前
行．以色列阿、我既这样行、你
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
当预备迎见你的 神。
Amo 4:4 以色列人哪、任你们往伯
Amo 4:13 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
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
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
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
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
军之 神。
Amo 4:5 任你们献有酵的感谢祭、
第五章
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
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
Amo 5:1 以色列家阿、要听我为你
说的。
们所作的哀歌。
Amo 4:6 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
Amo 5:2 以色列民〔原文作处女〕跌
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
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
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搀扶。
Amo 4:7 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
Amo 5:3 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
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
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
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
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
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
Amo 5:4 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了。
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Amo 4:8 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
Amo 5:5 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
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
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
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角必被
砍下、坠落于地。
Amo 3:15 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
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
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
说的。

阿摩司书 (摩) Amo 第五章

994

FOJC.NET

阿摩司书 (摩) Amo 第五章

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
Amo 5:17 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号的
于无有。
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
Amo 5:6 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
这是耶和华说的。
5:15*
免得他在约瑟家像火发出、在伯 赛 11:11 Amo 5:18 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
耶 23:3
特利焚烧、无人扑灭。
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
番 2:9
亚 8:12
Amo 5:7 你们这使公平变为茵蔯、 徒 15:17 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
罗 9:27
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Amo 5:19 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
诗 76:10
Amo 5:8 要寻求那造昴星和参星、
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
5:25-27
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 徒 7:42-43 就被蛇咬。
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 5:26
Amo 5:20 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
利
18:21
和华是他的名）
没有光明么．不是幽暗毫无光辉
耶 32:25
Amo 5:9 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以
么。
致保障遭遇毁坏。
Amo 5:21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
Amo 5:10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
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
Amo 5:22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
Amo 5:11 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
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
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
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
Amo 5:23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
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
Amo 5:12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
声。
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
Amo 5:24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
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
公义如江河滔滔。
枉穷乏人。
Amo 5:25 以色列家阿、你们在旷野
Amo 5:13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
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
势、必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
我呢。
Amo 5:14 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
Amo 5:26 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
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
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
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
们的神星。
Amo 5:15 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
Amo 5:27 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
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 神
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
*
向约瑟的余民 施恩。
之 神说的。
Amo 5:16 主耶和华万军之
神如
第六章
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
Amo 6:1 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
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
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
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号、
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
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
Amo 6:2 你们要过到甲尼察看、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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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
士人的迦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
国还强么．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
宽么。
Amo 6:3 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
7:9
坐在位上尽行强暴〔或作行强暴 王下 17:6
使审判临近〕。

何 1:4
先知年表

Amo 6:4 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

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
角么。
Amo 6:14 耶和华万军之
神说、以
色列家阿、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
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
直到亚拉巴的河。

第七章

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
的牛犊．
Amo 6:5 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
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
的．
Amo 6:6 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
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
Amo 6:7 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
中首先被掳．舒身的人荒宴之乐
必消灭了。
Amo 6:8 主耶和华万军之
神指着
自己起誓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
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
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
Amo 6:9 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
十个人、也都必死。
Amo 6:10 死人的伯叔、就是烧他尸
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
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
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
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
名。
Amo 6:11 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
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
Amo 6:12 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
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
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
变为茵蔯。
阿摩司书 (摩) Amo 第七章

Amo 6:13 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

Amo 7:1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

为王割菜之后〔菜或作草〕菜又
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
Amo 7:2 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
就说主耶和华阿、求你赦免．因
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Amo 7:3 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
以免了。
Amo 7:4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
深渊、险些将地烧灭。
Amo 7:5 我就说、主耶和华阿、求你
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
立得住呢。
Amo 7:6 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
可免了。
Amo 7:7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
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
绳站在其上。
Amo 7:8 耶和华对我说、阿摩司阿、
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
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
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Amo 7:9 以撒的邱坛必然凄凉、以
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
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
Amo 7:10 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
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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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
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
担当不起。
Amo 7:11 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
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
去离开本地。
Amo 7:12 亚玛谢又对阿摩司说、你
这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
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
Amo 7:13 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
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
的宫殿。
Amo 7:14 阿摩司对亚玛谢说、我原
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原文作儿子〕我是牧人、又是修
理桑树的．
Amo 7:15 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
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
色列说预言。
Amo 7:16 亚玛谢阿、现在你要听耶
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
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滴下预
言。
Amo 7:17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
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
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
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
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
地。

Amo 8:3 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

Amo 8:1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
各处抛弃、无人作声。
Amo 8:4 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
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
Amo 8:5 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
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
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
收银用大戥子、用诡诈的天平欺
哄人．
Amo 8:6 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
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
给人。
Amo 8:7 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
誓、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
永远不忘。
Amo 8:8 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
的居民不也悲哀么。地必全然像
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
下。
Amo 8:9 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
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
黑暗。
Amo 8:10 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
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
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
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
样。
Amo 8:11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
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
听不见耶和华的话a。

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Amo 8:2 他说、阿摩司阿、你看见什
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
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a Amo 8:11 主耶和华说...
yT!j=l^v=h!w+ hw]hy+ yn`da
) & <a%n+ <ya!B* <ym!y` hN}h!
<y]M^l^ am*x*-aOw+ <j#L#l^ bu*r`-aO Jr\a*B* bu*r`
.hw`hy+ yr}b=D] ta@ u~m)v=l!-<a! yK!
和合本译作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
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

8:11*
创 12:10
创 26:1
创 41:56
得 1:1
撒下 21:1
王上 18:2
王下 4:38
王下 8:1
王下 25:3
结 36:29
路 15:14
路 21:11
徒 11:28
启 6:8
启 18:8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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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 8:12 他们必飘流、从这海到那

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
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9:9
Amo 8:13 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
路 22:31
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
Amo 8:14 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原
文作罪〕起誓的说、但哪、我们
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
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神原文
作活〕起誓．这些人都必仆倒、永
不再起来。

第九章
Amo 9:1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

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
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
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
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
Amo 9:2 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
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
我必拿下他们来。
Amo 9:3 虽然藏在迦密山顶、我必
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
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
Amo 9:4 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
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
目．降祸不降福。
Amo 9:5 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
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
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
及河落下。
Amo 9:6 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
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Amo 9:7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
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么。我岂不

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
士人出迦斐托、领亚兰人出吉珥
么。
Amo 9:8 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
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
和华说的。
Amo 9:9 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
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Amo 9:10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
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
他们必死在刀下。
Amo 9:11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
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
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
像古时一样．
Amo 9:12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
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
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Amo 9:13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
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
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原文作消化见约珥
三章十八节〕
Amo 9:14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

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
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
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
子。
Amo 9:15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
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
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 神说
的。

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阿摩司书 (摩) Amo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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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亚书

(俄) Oba

第一章
Oba 1:1 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

1:1
耶 49:14

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 赛 21:11
结 25:12
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 珥 3:19
玛 1:3
去、说、起来罢、一同起来与以
1:2
东争战。
耶 49:15
Oba 1:2 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
1:3
耶 49:16
小的、被人大大藐视。
赛 14:13
Oba 1:3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
启 18:7
的阿、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 1:5
耶 49:9
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1:6
Oba 1:4 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
耶 49:10
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
1:7
这是耶和华说的。
诗 41:9
耶 49:7
Oba 1:5 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
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 1:8
赛 29:14
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 林前 1:19
11:25
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 太
以扫山:
结 35:2
呢。
1:9
Oba 1:6 以扫的隐密处、何竟被搜
摩 1:12
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 赛 34:6
Oba 1:7 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 1:10
20:20
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 民
结 35:9
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
1:11
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诗 137:7
耶 12:14
Oba 1:8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
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 1:17
摩 9:8
灭聪明人。
1:18
Oba 1:9 提幔哪、你的勇士必惊惶、 亚 12:6
结 25:14
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
Oba 1:10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
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
Oba 1:11 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
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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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
像与他们同伙。
Oba 1:12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
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
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
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Oba 1:13 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
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
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
的财物。
Oba 1:14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
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
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
仇敌。
Oba 1:15 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
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
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Oba 1:16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
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
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
Oba 1:17 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
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
的产业。
Oba 1:18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
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
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
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
Oba 1:19 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
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
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
必得基列。
Oba 1:20 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
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
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
南地的城邑。
俄巴底亚书 (俄) Oba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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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 1:21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

1:21
诗 22:28

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但 2:44

但 7:14
但 7:27
亚 14:9
路 1:33
林前
15:24
启 11:15

俄巴底亚书 (俄) Oba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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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书

(拿) Jon

第一章
Jon 1:1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

1:1
王下

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
他们。
Jon 1:11 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
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
因海浪越发翻腾。
Jon 1:12 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
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
缘故。
Jon 1:13 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
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
越发向他们翻腾。
Jon 1:14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
和华阿、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
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
无辜血的罪归与我们．因为你耶
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Jon 1:15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
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Jon 1:16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Jon 1:17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
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14:25
儿子约拿、说、
*
1:2*
Jon 1:2 你起来往尼尼微 大城去、
创 10:11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 王下
19:36
恶达到我面前。
鸿 1:1
*
番 2:13
Jon 1:3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 去
太 12:41
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
1:3*
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 创 10:4
代下 9:21
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 斯 1:14
赛 23:1
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赛 60:9
Jon 1:4 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 赛 66:19
耶 10:9
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结 27:12
Jon 1:5 水手便惧怕、各人哀求自己 1:4
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 诗 107:25
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 1:5
徒 27:18
底舱、躺卧沉睡。
1:9
Jon 1:6 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 诗 146:6
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 1:14
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 诗 115:3
申 21:8
使我们不至灭亡。
1:17
第二章
Jon 1:7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罢、我 太 12:40
太 16:4
们掣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 路 11:29 Jon 2:1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
他的 神、
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掣签、掣出
2:2
Jon 2:2 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
诗 3:4
约拿来。
诗 120:1
Jon 1:8 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哀 3:55-56 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 诗 118:5 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Jon 2:3 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
以何事为业．你从那里来．你是 2:3
诗 88:6-7
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
哪一国、属那一族的人。
诗 42:7
涛、都漫过我身。
Jon 1:9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 2:4
诗 31:22
Jon 2:4 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
2:5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上的 神。
诗 69:1
Jon 2:5 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
Jon 1:10 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 哀 3:54
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
你作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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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 2:6 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

远关住。耶和华我的 神阿、你
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a
2:7
Jon 2:7 我魂 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代下
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 30:27
2:8
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
耶 2:5
Jon 2:8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
2:9
怜爱他们的主．
诗 50:14
Jon 2:9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 何 14:2
来 13:15
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诗 3:8
救恩出于耶和华。
3:5-8
Jon 2:10 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 太 12:41
路 11:32
拿吐在旱地上。
3:5

第三章

代下 20:3
撒下 3:31

Jon 3:1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 3:6

说、

太 11:21
结 26:16

Jon 3:2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3:10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 耶 18:8
4:2
的话。
珥 2:13
Jon 3:3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
4:3
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 王上 19:4
城、有三日的路程。
4:8
Jon 3:4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诗 121:6
摩 8:13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Jon 3:5 尼尼微人信服
神、便宣告
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
衣。〔或作披上麻布〕
Jon 3:6 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
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
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Jon 3:7 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
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
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
可喝水。
Jon 3:8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
a Jon 2:7 我魂 yv!p=n~ 和合本译作我心

约拿书 (拿) Jon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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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切求告 神．各人回头离开
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Jon 3:9 或者
神转意后悔、不发烈
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Jon 3:10 于是
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
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第四章
Jon 4:1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

怒。
Jon 4:2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阿、

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
么．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
的 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
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
Jon 4:3 耶和华阿、现在求你取我的
命罢．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Jon 4:4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
理么。
Jon 4:5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
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
如何。
Jon 4:6 耶和华
神安排一棵蓖麻、
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
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
棵蓖麻大大喜乐。
Jon 4:7 次日黎明、
神却安排一条
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
Jon 4:8 日头出来的时候、
神安排
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
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Jon 4:9
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
麻发怒合乎理么．他说、我发怒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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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Jon 4:10 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
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
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Jon 4:11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
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
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
爱惜呢。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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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 1:10 不要在迦特报告这事、总

(弥) Mic

第一章
Mic 1:1 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希

1:1
耶 26:18

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 赛 1:1
何 1:1
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 摩 1:1
先知年表
耶路撒冷。
1:2
Mic 1:2 万民哪、你们都要听．地和
申 31:26
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
1:4
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 摩 9:5
们的不是。
1:8*
赛 13:22
Mic 1:3 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
伯 30:29
耶 14:6
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
和合本译
Mic 1:4 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
作野狗,参
看:
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 尼 2:13
冲下山坡。
Mic 1:5 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
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
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么．犹大
的邱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
撒冷么．
Mic 1:6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
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
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
根基来。
Mic 1:7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
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
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
女雇价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
的雇价。
Mic 1:8 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
号、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
龙*、哀鸣如鸵鸟。
Mic 1:9 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
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
的城门。
弥迦书 (弥) Mic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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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
尘之中。
Mic 1:11 沙斐的居民哪、你们要赤
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
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
处可站。
Mic 1:12 玛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
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
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Mic 1:13 拉吉的居民哪、要用快马
套车．锡安民〔原文作女子〕的罪、
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
你那里显出。
Mic 1:14 犹大阿、你要将礼物送给
摩利设迦特．亚革悉的众族、必
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
Mic 1:15 玛利沙的居民哪、我必使
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
的尊贵人〔原文作荣耀〕必到亚
杜兰。
Mic 1:16 犹大阿、要为你所喜爱的
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
要大大地光秃、如同秃鹰、因为
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

第二章
Mic 2:1 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

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
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Mic 2:2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
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
占房屋和产业。
Mic 2:3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
划灾祸降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
颈项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
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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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 2:4 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

第三章

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
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分转归
别人．何竟使这分离开我们．他
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
Mic 2:5 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
3:5
太 7:15
没有人拈阄拉准绳。
提后 3:5
Mic 2:6 他们〔或作假先知〕说、你们
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
言、不住地羞辱我们。
Mic 2:7 雅各家阿、岂可说、耶和华
的心不忍耐么．〔或作心肠狭窄
么〕这些事是他所行的么。我耶
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
的人有益么。
Mic 2:8 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
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
人身上剥去外衣．
Mic 2:9 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
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
他们的小孩子尽行夺去。
Mic 2:10 你们起来去罢．这不是你
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或
作地〕毁灭、而且大大毁灭。
Mic 2:11 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
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
酒．那人就必作这民的先知。
Mic 2:12 雅各家阿、我必要聚集你
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
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
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
就必大大喧哗。
Mic 2:13 开路的〔或作破城的〕在他
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
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
耶和华引导他们。
His Faith

1005

Mic 3:1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

家的官长阿、你们要听。你们不
当知道公平么。
Mic 3:2 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
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
Mic 3:3 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
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块子像要
下锅、又像釜中的肉。
Mic 3:4 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
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
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
他们掩面。
Mic 3:5 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
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
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
他们就预备攻击他．〔预备攻击他
或作说必遭遇刀兵〕耶和华如此说、
Mic 3:6 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
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
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
昼变为黑暗。
Mic 3:7 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
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 神不
应允他们。
Mic 3:8 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
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
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
的罪恶。
Mic 3:9 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
的官长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
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
Mic 3:10 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
建造耶路撒冷。
Mic 3:11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
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
弥迦书 (弥) Mic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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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
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么．灾祸必
不临到我们。
Mic 3:12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
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
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
高处。

3:12
耶 26:18
太 24:2

4:1
赛 2:2

5:2*

第四章
Mic 4:1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

创 35:19
得 1:2
太 2:1
约 7:42
&
约 1:1
路 24:44

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
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5:3
Mic 4:2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启 12:2
来罢、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
各 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
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
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
Mic 4:3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
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
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
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Mic 4:4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
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
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Mic 4:5 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
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
神的名而行。
Mic 4:6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
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
惩治的．
Mic 4:7 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
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
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
今直到永远。
Mic 4:8 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
弥迦书 (弥) Mic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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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哪、〔城原文作女子〕从前的
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
〔民原文作女子〕必归与你。
Mic 4:9 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
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
因你中间没有君王么、你的谋士
灭亡了么。
Mic 4:10 锡安的民哪、〔原文作女
子〕你要疼痛劬劳仿佛产难的妇
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
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
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
离仇敌的手。
Mic 4:11 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
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
们亲眼见他遭报。
Mic 4:12 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
念、也不明白他的筹画．他聚集
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
Mic 4:13 锡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
子〕起来踹谷罢．我必使你的角
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
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
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
的主。

第五章
Mic 5:1 成群的民哪、〔民原文作女

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

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
审判者的脸。
*
Mic 5:2 伯利恒以法他 阿、你在犹
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
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
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
初&就有。
Mic 5:3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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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
来．那时掌权者〔原文作他〕其余
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Mic 5:4 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
大能、并耶和华他 神之名的威 6:7
箴 21:3
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 何 6:6
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 来 10:6
6:8
地极。
太 23:23
来 10:7
Mic 5:5 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
*创 5:24
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
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
八个首领攻击他。
Mic 5:6 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
和宁录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
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
我们。
Mic 5:7 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
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
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赖
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Mic 5:8 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
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
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
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
Mic 5:9 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
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
Mic 5:10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
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
Mic 5:11 也必从你国中除灭城邑、
拆毁一切的保障、
Mic 5:12 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
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
Mic 5:13 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
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
手所造的。
Mic 5:14 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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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毁灭你的城邑。
Mic 5:15 我也必在怒气和忿怒中向
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报。

第六章
Mic 6:1 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华

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
陵听你的话。
Mic 6:2 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阿、
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
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
争论。
Mic 6:3 我的百姓阿、我向你作了
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
你可以对我证明。
Mic 6:4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
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
行。
Mic 6:5 我的百姓阿、你们当追念
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珥的
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
什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
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Mic 6:6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
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
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
Mic 6:7 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油河么。我岂可为自
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为心中
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么。
Mic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
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
的心、与你的 神同行*。
Mic 6:9 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
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
弥迦书 (弥) Mic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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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定刑杖的惩罚。
Mic 6:10 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
7:6
和可恶的小升斗么。
太 10:21
Mic 6:11 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 太 10:35
中诡诈的法码、岂可算为清洁呢。7:12
赛 19:23
Mic 6:12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
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
是诡诈的。
Mic 6:13 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
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
Mic 6:14 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
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
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
刀剑。
Mic 6:15 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
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
却不得酒喝．
Mic 6:16 因为你守暗利的恶规、行
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
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
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
当我民的羞辱。

第七章
Mic 7:1 哀哉。我〔或指以色列〕好像

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
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
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
Mic 7:2 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
有正直人．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
都用网罗猎取弟兄。
Mic 7:3 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徇情
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
出恶意．都彼此结联行恶。
Mic 7:4 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
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
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
弥迦书 (弥) Mic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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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扰乱不安。
Mic 7:5 不要倚赖邻舍．不要信靠
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
怀中的妻提说。
Mic 7:6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
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
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Mic 7:7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 神．我的 神
必应允我。
Mic 7:8 我的仇敌阿、不要向我夸
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
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
Mic 7:9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为我辨屈、
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Mic 7:10 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
我说耶和华你 神在那里的、他
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
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Mic 7:11 以色列阿、日子必到、你的
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
开展、〔或作命令必传到远方〕
Mic 7:12 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
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
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
到你这里。
Mic 7:13 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
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
Mic 7:14 求耶和华在迦密山的树林
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
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
在巴珊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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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
一样。
Mic 7:16 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
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
掩耳不听。
Mic 7:17 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
中腹行的物、战战兢兢的出他们
的营寨．他们必战惧投降耶和华、
也必因我们的 神而惧怕。
Mic 7:18
神阿、有何神像你、赦免
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Mic 7:19 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
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
罪投于深海。
Mic 7:20 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
列祖的话、向雅各发信实a、向亚
伯拉罕施慈爱。

a Mic 7:20 向雅各发信实 bq)u&y~l= tm#a$ /T@T! 和合
本译作向雅各发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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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鸿书

(鸿) Nah

第一章
的默示、就是伊 1:1*
创 10:11
番 2:13
勒歌斯人那鸿所得的默示。
Nah 1:2 耶和华是忌邪施报的
神． 1:2
出 20:5
耶和华施报大有忿怒．向他的敌
1:3
人施报、向他的仇敌怀怒。
出 34:6
Nah 1:3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
1:4
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 太 8:26
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 1:7
约 10:14
下的尘土．
Nah 1:4 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 1:10
玛 4:1
切江河干涸．巴珊和迦密的树林
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
Nah 1:5 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
消化．大地在他面前突起、世界
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
Nah 1:6 他发忿恨、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
忿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
Nah 1:7 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
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
投靠他的人。
Nah 1:8 但他必以涨溢的洪水淹没
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
Nah 1:9 尼尼微人哪、设何谋攻击
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
灾难不再兴起．
Nah 1:10 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
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
烧灭。
Nah 1:11 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
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
Nah 1:12 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
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
*

Nah 1:1 论尼尼微

那鸿书 (鸿) Nah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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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归于无有。犹大阿、我虽然
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
Nah 1:13 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
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
Nah 1:14 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
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
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
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
鄙陋使你归于坟墓。
Nah 1:15 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
人的脚登山、说、犹大阿、可以
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罢．
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灭绝净尽了。

第二章
Nah 2:1 尼尼微阿、那打碎邦国的

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
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力。
Nah 2:2 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
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
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
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
Nah 2:3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
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争战
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
柏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
Nah 2:4 车辆在街上〔或作城外〕急
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
火把、飞跑如闪电。
Nah 2:5 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
他们步行绊跌、速上城墙、预备
挡牌。
Nah 2:6 河闸开放、宫殿冲没。
Nah 2:7 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
捶胸、哀鸣如鸽．此乃命定之事。
Nah 2:8 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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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
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
却无人回顾。
Nah 2:9 你们抢掠金银罢。因为所
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
Nah 2:10 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
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
脸都变色。
Nah 2:11 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
之处在那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
行无人惊吓之地在那里呢。
Nah 2:12 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
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
的充满它的洞穴。
Nah 2:13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
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
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
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
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

Nah 3:7 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

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
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
的人呢。
Nah 3:8 你岂比挪亚们强呢．挪亚
们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
海作他的濠沟〔海指尼罗河〕又
作他的城墙。
Nah 3:9 古实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
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
Nah 3:10 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
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
为他的尊贵人拈阄．他所有的大
人、都被链子锁着。
Nah 3:11 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
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
Nah 3:12 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
上初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
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
Nah 3:13 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
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
的门闩、被火焚烧。
Nah 3:14 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
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
窑。
Nah 3:15 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
杀戮你、吞灭你如同蝻子．任你
加增人数多如蝻子、多如蝗虫罢。
Nah 3:16 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
星．蝻子吃尽而去。
Nah 3:17 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
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
候、齐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
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
Nah 3:18 亚述王阿、你的牧人睡觉、
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

第三章
Nah 3:1 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

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
Nah 3:2 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
踢跳、车辆奔腾、
Nah 3:3 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
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
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
Nah 3:4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
行、惯行邪术、藉淫行诱惑列国、
用邪术诱惑多族〔诱惑原文作卖〕
Nah 3:5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
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
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
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
Nah 3:6 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
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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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人招聚。
Nah 3:19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
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
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
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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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书

(哈) Hab

第一章
Hab 1:1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Hab 1:2 他说、耶和华阿、我呼求

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
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Hab 1:3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
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
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
斗的事。
Hab 1:4 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
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
显然颠倒。
Hab 1:5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
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
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
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Hab 1:6 我必兴起迦勒底人、就是
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
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Hab 1:7 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
都任意发出。
Hab 1:8 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
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
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
食．
Hab 1:9 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
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
尘沙。
Hab 1:10 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
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
Hab 1:11 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
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Hab 1:12 耶和华我的
神、我的圣
者阿、你不是从亘古而有么．我
His Faith

1:1
鸿 1:1

1:6
耶 5:15

1:13
诗 5:4

2:2
赛 8:1
赛 30:8

2:4
罗 1:17
加 3:11
来 10:38

们必不至死。耶和华阿、你派定
他为要刑罚人．磐石阿、你设立
他为要惩治人。
Hab 1:13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
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
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Hab 1:14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
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Hab 1:15 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
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
快乐．
Hab 1:16 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
因他由此得肥美的分、和富裕的
食物。
Hab 1:17 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
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

第二章
Hab 2:1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

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
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向他诉冤或作回答所疑问的〕
Hab 2:2 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

的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
〔或作随跑随读〕
Hab 2:3 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
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
迟延。
Hab 2: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
正直．惟由信实而生的义人必
活a。
Hab 2:5 迦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
a Hab 2:4 惟由... .hy\j=y] w{tn`Wma$B# qyD]x^w+ 或作惟由
他的信实而赎的义人必活（and the righteous at
the cost of His faith shall live)；和合本译作惟义
人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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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
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
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
Hab 2:6 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
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
哉迦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
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
时为止呢。
Hab 2:7 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
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作他们
的掳物么。
Hab 2:8 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
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
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
民都必抢夺你。
Hab 2:9 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
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
Hab 2:10 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
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
Hab 2:11 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
的栋梁必应声。
Hab 2:12 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
的有祸了。
Hab 2:13 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
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
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
么。
Hab 2:14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
般。
Hab 2:15 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
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
祸了。
Hab 2:16 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
你也喝罢、显出是未受割礼的．
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
哈巴谷书 (哈) Hab 第三章

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地羞辱。
Hab 2:17 你向利巴嫩行强暴、与残
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
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
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
Hab 2:18 雕刻的偶像、人将他刻出
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
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
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
Hab 2:19 对木偶说、醒起、对哑巴
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
个还能教训人么．看哪、是包裹
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
Hab 2:20 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
默。

第三章
Hab 3:1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

流离歌。
Hab 3:2 耶和华阿、我听见你的名
声、〔名声或作言语〕就惧怕。耶
和华阿、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
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Hab 3:3
神从提幔而来、圣者从巴
兰山临到。〔细拉〕他的荣光遮
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Hab 3:4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
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
能力。
Hab 3:5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
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Hab 3:6 他站立、量了大地．〔或作
使地震动〕观看、赶散万民．永久
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
作为与古时一样。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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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 3:7 我见古珊的帐棚遭难、米

Hab 3:18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甸的幔子战兢。
Hab 3:8 耶和华阿、你乘在马上、坐
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
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
恨么。
Hab 3:9 你的弓全然显露向众支派
所起的誓、都是可信的。〔细拉〕
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Hab 3:10 山岭见你、无不战惧．大
水泛滥过去、深渊发声、汹涌翻
腾。〔原文作向上举手〕
Hab 3:11 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
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
住。
Hab 3:12 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
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
Hab 3:13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
的头、露出他的脚、〔脚原文作根
基〕直到颈项。〔细拉〕
Hab 3:14 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
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
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
吞吃贫民。
Hab 3:15 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
踏汹涌的大水。
Hab 3:16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
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
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
来。
Hab 3:17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
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
内也没有牛．

伯 13:21

因救我的 神喜乐。
Hab 3:19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
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
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伶长、用
丝弦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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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19

西番雅书

(番) Zep

第一章
Zep 1:1 当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

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
希西家的玄孙亚玛利雅的曾孙
基大利的孙子古示的儿子西番
雅。
Zep 1:2 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
灭万类。
Zep 1:3 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
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
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
Zep 1:4 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
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
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玛林的
名和祭司、
Zep 1:5 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
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
他起誓、又指着玛勒堪起誓的、
Zep 1:6 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
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
他的。
Zep 1:7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
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
客、分别为圣。
Zep 1:8 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
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
切穿外邦衣服的。
Zep 1:9 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
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
充满主人房屋的。
Zep 1:10 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
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
西番雅书 (番) Zep 第二章

1:2-3
创 6:7
亚 1:11
耶 25:37
赛 28:22

1:5
赛 24:23

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
响声。
Zep 1:11 玛革提施的居民哪、你们
要哀号、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
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
Zep 1:12 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
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
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
必不降福、也不降祸。
Zep 1:13 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
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
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
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Zep 1:14 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
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
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
Zep 1:15 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
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
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
日子、
Zep 1:16 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
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
Zep 1:17 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
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
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
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
Zep 1:18 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
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忿怒
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
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

第二章
Zep 2:1-2 不知羞耻的国民哪、你们

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
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
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
到以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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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雅书 (番) Zep 第二章
Zep 2:3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

Zep 2:12 古实人哪、你们必被我的

卑人哪、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
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Zep 2:4 迦萨必致见弃．亚实基伦
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实 2:9*
赛 11:11
突的民．以革伦也被拔出根来。 赛 37:31
耶 23:3
Zep 2:5 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 摩 5:15
8:12
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阿、耶 亚
徒 15:17
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 罗 9:27
诗 76:10
灭你、以致无人居住。
Zep 2:6 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
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
Zep 2:7 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
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
晚上必躺卧在亚实基伦的房屋
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 神、必
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
回。
Zep 2:8 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
亚扪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
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
Zep 2:9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
押必像所多玛、亚扪人必像蛾摩
拉、都变为刺草、盐坑、永远荒
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
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
他们的地。
Zep 2:10 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
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
和华的百姓。
Zep 2:11 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
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
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
方敬拜他。

刀所杀。
Zep 2:13 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
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
旱如旷野。
Zep 2:14 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
〔国或作类〕必卧在其中．鹈鹕和
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
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
柏木已经露出。
Zep 2:15 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
城、心里说、惟有我、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
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
必摇手嗤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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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Zep 3:1 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

祸了。
Zep 3:2 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
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
神。
Zep 3:3 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
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
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Zep 3:4 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
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
Zep 3:5 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
断不作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
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
人不知羞耻。
Zep 3:6 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
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
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
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
居民。
Zep 3:7 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
西番雅书 (番) Zep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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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
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
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
Zep 3:8 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
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
已定意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
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
在他们身上．我的忿怒如火、必
烧灭全地。
Zep 3:9 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
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
同心合意地事奉我。
Zep 3:10 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
的民、〔原文作女子下同〕必从古
实河外来、给我献供物。
Zep 3:11 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
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
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
辈、你也不再于我的圣山狂傲。
Zep 3:12 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
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
华的名。
Zep 3:13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
作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
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
人惊吓。
Zep 3:14 锡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
色列阿、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
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Zep 3:15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
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
灾祸。
Zep 3:16 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
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
手软。
西番雅书 (番) Zep 第三章

Zep 3:17 耶和华你的

神、是施行
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
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Zep 3:18 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
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
Zep 3:19 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
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
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
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
Zep 3:20 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
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
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
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
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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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该书

Hag 1:11 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

(该) Hag

第一章
Hag 1:1 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

1:1
拉 4:24

一日、耶和华的话藉先知哈该、 代上 3:17
拉 3:2
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
1:6
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 何 8:7
书亚说、
Hag 1:2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
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
未来到。
Hag 1:3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
哈该说、
Hag 1:4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
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么．
Hag 1:5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a
Hag 1:6 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
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
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Hag 1:7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Hag 1:8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
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这是耶和华说的。
Hag 1:9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
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
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原
文作奔〕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Hag 1:10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
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
a Hag 1:5 你们要... .<k#yk@r+D~-lu^ <k#b=b^l= 原文\作
你们要用心思想你们的路(路或作遭遇)。Hag
1:7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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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
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
得来的。
Hag 1:12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
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
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
和华他们 神的话和先知哈该
奉耶和华他们 神差来所说的
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
的心。
Hag 1:13 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
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
与你们同在。
Hag 1:14 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
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
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
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
华他们 神的殿作工。
Hag 1:15 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章
Hag 2:1 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

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Hag 2:2 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
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答的儿
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
说、
Hag 2:3 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
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
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
么。
Hag 2:4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阿、虽
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答的儿
子大祭司约书亚阿、你也当刚强．
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
哈该书 (该) Hag 第二章

哈该书 (该) Hag 第二章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
耶和华说的。
2:5
Hag 2:5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
民 11:20
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
2:6
来 12:26
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Hag 2:6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
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
海、与旱地．
Hag 2:7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
宝、必都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
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Hag 2:8 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
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Hag 2:9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
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
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Hag 2:10 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
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
该说、
Hag 2:11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
要向祭司问律法、
Hag 2:12 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
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
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么．祭司
说、不算为圣。
Hag 2:13 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
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
那一样、这物算污秽么．祭司说、
必算污秽。
Hag 2:14 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
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Hag 2:15 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
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
*

哈该书 (该) Hag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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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Hag 2:16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
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
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
得了二十桶。
Hag 2:17 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
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
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
华说的。
Hag 2:18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
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
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
Hag 2:19 仓里有谷种么．葡萄树、
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
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
福与你们。
Hag 2:20 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
话二次临到哈该说、
Hag 2:21 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
伯说、我必震动天地．
Hag 2:22 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
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
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
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Hag 2:23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阿、到那
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
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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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书

Zec 1:9 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

(亚) Zec

第一章
Zec 1:1 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

1:1
拉 4:24

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子比利家 该 1:1
太 23:35
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
1:8
Zec 1:2 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 亚 6:2-8
启 6:2-8
发怒。
Zec 1:3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 1:11*
耶 25:37
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 番 1:2-3
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 1:12
代下
耶和华说的。
36:21
Zec 1:4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 耶 25:11
耶 29:10
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 但 9:2
赛 23:15
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 赛 23:17
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
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Zec 1:5 你们的列祖在那里呢．那些
先知能永远存活么．
Zec 1:6 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
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
到你们列祖么．他们就回头、说、
万军之耶和华定意按我们的行
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
行了。
Zec 1:7 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
细罢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
话临到易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
子先知撒迦利亚、说、
Zec 1:8 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
马、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这些番
石榴树陷在深坑里．在坑里、有
一群马、有红的、斑点的、和白
的。a
a Zec 1:8 我夜间...
vya!-hN}h!w+ hl*y+L^h^ yt!ya!r`

His Faith

1021

阿、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
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
Zec 1:10 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
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
来走去的。
Zec 1:11 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
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
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
息平静*。
Zec 1:12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
军之耶和华阿、你恼恨耶路撒冷、
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
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
Zec 1:13 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
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Zec 1:14 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
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
极其火热。
Zec 1:15 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
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
加害过分。
Zec 1:16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
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
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
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
华说的。
Zec 1:17 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
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再丰
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
拣选耶路撒冷。
Zec 1:18 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
rv#a& <yS!d~h&h^ /yB@ dm@u) aWhw+ <d)a* sWs-lu^ bk@r)
.<yn]b*l=W <yQ]r|c= <yM!d|a& <ys!Ws wyr`j&a^w+ hl*x%M=B^
和合本译作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
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
和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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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c 1:19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
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
的角。
2:7
Zec 1:20 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
启 18:4
看。
3:2
Zec 1:21 我说、他们来作什么呢．他 摩 4:11
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
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
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
大地的角。

第二章
Zec 2:1 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

准绳。
Zec 2:2 我说、你往那里去．他对我
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
多长。
Zec 2:3 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
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
Zec 2:4 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
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
牲畜甚多。
Zec 2:5 耶和华说、我要作耶路撒冷
四围的火城、并要作其中的荣耀。
Zec 2:6 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
在天的四方．〔原文作犹如天的四
风〕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Zec 2:7 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
哪、应当逃脱。
Zec 2:8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
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
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
眼中的瞳人。
Zec 2:9 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
撒迦利亚书 (亚) Zec 第三章

们就必作服事他们之人的掳物、
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
我了。
Zec 2:10 锡安城阿、应当欢乐歌唱、
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
和华说的。
Zec 2:11 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
和华、作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
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
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Zec 2:12 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作他圣
地的分、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
Zec 2:13 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
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
从圣所出来了。

第三章
Zec 3:1 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

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
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Zec 3:2 耶和华向撒但说、撒但哪、
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
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
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
Zec 3:3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
在使者面前。
Zec 3:4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
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
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
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Zec 3:5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
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
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Zec 3:6 耶和华的使者诰诫约书亚
说、
Zec 3:7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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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
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
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
中间来往。
3:9*
Zec 3:8 大祭司约书亚阿、你和坐在
亚 4:2
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 亚 4:10
启 4:5
作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 启 5:6
的苗裔发出。
4:14*
书 3:10
Zec 3:9 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
亚 6:5
*
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 。 启 11:4
约 14:30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 林后 4:4
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 5:3
启 5:1
地的罪孽。
Zec 3:10 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
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
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第四章
Zec 4:1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

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Zec 4:2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
每盏有七个管子。
Zec 4:3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
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Zec 4:4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
阿、这是什么意思。
Zec 4:5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我说、
主阿、我不知道。
Zec 4:6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
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Zec 4:7 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
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
His Faith

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
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
归与这殿。〔殿或作石〕
Zec 4:8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Zec 4:9 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
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你
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
你们这里来了。
Zec 4:10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
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铊就欢
喜。
Zec 4:11 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
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Zec 4:12 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
榄枝、在两个流出金油的金嘴旁
边、是什么意思。
Zec 4:13 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
什么意思么．我说、主阿、我不
知道。
Zec 4:14 他说、这是两个金油之子、
站在全地的主*旁边。a

第五章
Zec 5:1 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

的书卷。
Zec 5:2 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
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
长二十肘、宽十肘。
Zec 5:3 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
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
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
卷上那面的话除灭。
a Zec 4:14 他说...
<yd]m=u)h* rh*x=Y]h^-yn}b= yn}v= hL#a@ rm#aY{w~
.Jr\a*h*-lK* /oda&-lu^
和合本译作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
主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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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从全地的主a面前出来的。
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
Zec 6:6 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
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
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
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
去。
5:6-11
Zec 5:5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
Zec 6:7 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
启 12:6
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
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
5:11
但 1:2,
是什么。
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
创 10:10
Zec 5:6 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
Zec 6:8 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
创 11:2
这出来的是量器。他又说、这是 6:2-8 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
亚 1:8-11 Zec 6:9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恶人在遍地的形状．
、
启 6:2-8
Zec 5:7（我见有一片圆铅被举起
Zec 6:10 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玳、
6:5
来。）这坐在量器中的是个妇人。全地的主: 多比雅、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
书 3:10
Zec 5:8 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 亚 4:14
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
妇人扔在量器中、将那片圆铅扔 启 11:4 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
约 14:30
在量器的口上。
林后 4:4 家、
Zec 5:9 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
Zec 6:11 取这金银作冠冕、戴在约
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
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
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
上、
他们将量器抬起来、悬在天地中
Zec 6:12 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
间。
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
Zec 5:10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
他们要将量器抬到那里去呢。
造耶和华的殿。
*
Zec 5:11 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 去、
Zec 6:13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
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
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
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
筹定和平。
第六章
Zec 6:14 这冠冕要归希连、〔就是黑
Zec 6:1 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
玳〕多比雅、耶大雅、和西番雅
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
的儿子贤、〔贤就是约西亚〕放在
Zec 6:2 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
耶和华的殿里为记念。
车套着黑马．
Zec 6:15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
Zec 6:3 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
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
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
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
Zec 6:4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主阿、这是什么意思。
这事必然成就。
Zec 6:5 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
Zec 5:4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

*

a Zec 6:5 全地的主 .Jr\a*h*-lK* /oda&-lu^ 和合本
译作普天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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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Zec 7:1 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

7:5
耶 25:11

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 代下
36:21
耶 29:10
临到撒迦利亚。
但 9:2
Zec 7:2 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 亚 1:12
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 赛 23:15
8:7
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赛 43:5
Zec 7:3 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 太 2:2
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
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
样行么。
Zec 7:4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
我说、
Zec 7:5 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
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
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
么．
Zec 7:6 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
为自己喝么。
Zec 7:7 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
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
居住的时候、耶和华藉从前的先
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么。
Zec 7:8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
亚说、
Zec 7:9 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
列祖如此说、要按至理判断、各
人以慈爱怜悯弟兄。
Zec 7:10 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
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
害弟兄。
Zec 7:11 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
头、塞耳不听．
Zec 7:12 使心硬如金钢石、不听律
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藉从前
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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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大发烈怒。
Zec 7:13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
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
求我、我也不听．
Zec 7:14 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
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
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
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

第八章
Zec 8:1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说、
Zec 8:2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

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
向他的仇敌发烈怒。
Zec 8:3 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
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
撒冷必称为信实的城a．万军之
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
Zec 8:4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
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
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柺杖。
Zec 8:5 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
玩耍。
Zec 8:6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
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希
奇、在我眼中也看为希奇么．这
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Zec 8:7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
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
Zec 8:8 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
耶路撒冷中．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们的 神、都凭信实b
和公义。
a Zec 8:3 信实的城 tm#a$h*-ryu! 和合本译作诚实
的城
b Zec 8:8 信实 tm#a$B#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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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c 8:9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

说、

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
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
见、应当手里强壮。
8:12*
Zec 8:10 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雇价、
赛 11:11
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赛 37:31
耶 23:3
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 摩 5:15
番 2:9
众人互相攻击。
徒 15:17
Zec 8:11 但如今我待这余剩的民、 罗 9:27
诗 76:10
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说的。
Zec 8:12 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
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
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
民*、享受这一切的福。
Zec 8:13 犹大家和以色列家阿、你
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
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
人称你们为有福的．〔或作使你们
叫人得福〕你们不要惧怕、手要
强壮。
Zec 8:14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
定意降祸、并不后悔．
Zec 8:15 现在我照样定意施恩与耶
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
Zec 8:16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各
人与邻舍按信实说话、在城门口
按信实和平安的典章审判．a
Zec 8:17 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
也不可喜爱起假誓．因为这些事
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Zec 8:18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Zec 8:19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

a Zec 8:16 你们...
vya! tm#a$ WrB=D~ Wcu&T^ rv#a& <yr]b*D+h^ hL#a@
.<k#yr}u&v^B= Wfp=v! <olv* fP^v=m!W tm#a$ Whu@r}-ta#
和合本译作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各人与邻舍
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至理判断、使人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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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
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
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
你们要喜爱信实与平安b。
Zec 8:2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
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
来到．
Zec 8:21 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
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
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
Zec 8:22 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
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
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
Zec 8:23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
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
诸族中出来、〔族原文作方言〕拉
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
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
神与你们同在了。

第九章
Zec 9:1 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得

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
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
Zec 9:2 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
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
Zec 9:3 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
银子如尘沙、堆起精金如街上的
泥土。
Zec 9:4 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
权力．他必被火烧灭。
Zec 9:5 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迦萨
看见甚痛苦．以革伦因失了盼望
b Zec 8:19 要喜爱信实与平安 p .Wbh*a$ <olV*h^w+
tm#a$h*w+ 和合本译作要喜爱诚实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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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羞．迦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实
基伦也不再有居民。
9:9
Zec 9:6 私生子〔或作外族人〕必住
约 12:15
在亚实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 太 11:29
10:3
骄傲。
结 34:10
Zec 9:7 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
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
剩的人、归与我们的 神．必在
犹大像族长、以革伦人必如耶布
斯人。
Zec 9:8 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
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
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
家。
Zec 9:9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
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
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
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Zec 9:10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争战的弓也
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
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
河管到地极。
Zec 9:11 锡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
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
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Zec 9:12 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
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
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Zec 9:13 我拿犹大作上弦的弓、我
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哪、
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
〔原文作雅完〕的众子、使你如勇
士的刀。
Zec 9:14 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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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
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
Zec 9:15 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
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
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
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
满了血。
Zec 9:16 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
神
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
举在他的地以上〔高举云云或作在
他的地上发光辉〕
Zec 9:17 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

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
培养处女。

第十章
Zec 10:1 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

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
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
Zec 10:2 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
卜士所见的是虚假、作梦者所说
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
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
受苦。
Zec 10:3 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
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
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
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
Zec 10:4 房角石、钉子、争战的弓、
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
Zec 10:5 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
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
必争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骑马的也必羞愧。
Zec 10:6 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
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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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
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我
必应允他们的祷告。
10:12
Zec 10:7 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
民 6:27
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
11:12
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 太 26:15
和华喜乐。
Zec 10:8 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
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
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
Zec 10:9 我虽然〔或作必〕播散他们
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记念我．
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
Zec 10:10 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
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
和利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
住。
Zec 10:11 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
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
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
权柄必然灭没。
Zec 10:12 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
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
是耶和华说的。
*

第十一章
Zec 11:1 利巴嫩哪、开开你的门、任

火烧灭你的香柏树。
Zec 11:2 松树阿、应当哀号、因为香
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珊
的橡树阿、应当哀号、因为茂盛
的树林已经倒了。
Zec 11:3 听阿、有牧人哀号的声音、
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
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但河旁
的丛林荒废了。
Zec 11:4 耶和华我的 神如此说、
撒迦利亚书 (亚) Zec 第十一章

1028

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
羊．
Zec 11:5 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
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
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
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
Zec 11:6 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
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各人的
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
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
们的手。
Zec 11:7 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
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
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
称为联索．这样、我牧养了群羊。
Zec 11:8 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
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
的心也憎嫌我。
Zec 11:9 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
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
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食。
Zec 11:10 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
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
Zec 11:11 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
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
的是耶和华的话。
Zec 11:12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
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
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
的工价。
Zec 11:13 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
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
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
殿中、丢给窑户了。
Zec 11:14 我又折断称为联索的那
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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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的情谊。
Zec 11:15 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
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
Zec 11:16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
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
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
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
裂他的蹄子。
Zec 11:17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
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
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
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12:3
太 21:44

12:10
约 19:37
启 1:7

12:12*
撒下 5:14
路 3:31

12:13*
出 6:17

13:3
太 12:32

第十二章
Zec 12:1 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

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
之灵的耶和华说．
Zec 12:2 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
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
昏醉的杯．这默示也论到犹大。
〔或作犹大也是如此〕
Zec 12:3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

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
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Zec 12:4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
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颠狂．
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
马匹瞎眼。
Zec 12:5 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
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
华他们的 神、就作我们的能力。
Zec 12:6 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
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
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
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
就是耶路撒冷。
Zec 12:7 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
His Faith

棚、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
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
Zec 12:8 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
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
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 神、
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
者。
Zec 12:9 那日、我必定意灭绝来攻
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
Zec 12:10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
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
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作他
本节同〕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
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
苦、如丧长子。
Zec 12:11 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
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
门的悲哀。
Zec 12:12 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
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
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
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
Zec 12:13 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
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
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
Zec 12:14 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
处、女的独在一处。

第十三章
Zec 13:1 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

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
恶与污秽。
Zec 13:2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
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
人记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
知与污秽的灵。
Zec 13:3 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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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
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
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
要将他刺透。
Zec 13:4 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
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
毛衣*哄骗人。
Zec 13:5 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
耕地的．我从幼年作人的奴仆。
Zec 13:6 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
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
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Zec 13:7 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
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
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
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Zec 13:8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
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
仍必存留。
Zec 13:9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
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
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
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
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
和华是我们的 神。

13:3
太 12:32

13:4*
太 3:4

13:7
太 26:31

13:8
太 20:16
王下 1:14

14:2
太 24:22

14:4
太 21:1

14:5
太 25:31
*摩 1:1

14:7
太 24:36
徒 1:7
帖前 5:2

第十四章
Zec 14:1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

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
Zec 14:2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
撒冷争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
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
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
不至剪除。
Zec 14:3 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
些国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
Zec 14:4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
撒迦利亚书 (亚) Zec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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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
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
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Zec 14:5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
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
必如犹大王乌西雅年间*的人逃
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 神
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Zec 14:6 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
缩。
Zec 14:7 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
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
了晚上才有光明。
Zec 14:8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
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
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Zec 14:9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
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
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Zec 14:10 全地、从迦巴直到耶路撒
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
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
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
并从哈楠业楼、直到王的酒醡。
Zec 14:11 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
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Zec 14:12 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
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人、必是这
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
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
溃烂。
Zec 14:13 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
大扰乱．他们各人彼此揪住、举
手攻击。
Zec 14:14 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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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
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聚。
Zec 14:15 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
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
那灾殃一般。
Zec 14:16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
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
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
节。
Zec 14:17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
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
Zec 14:18 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
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
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
灾攻击他们。
Zec 14:19 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
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Zec 14:20 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
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
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
样。
Zec 14:21 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
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
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
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
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His Faith

14:16
利 23:34
申 16:13
申 16:16
申 31:10
拉 3:4
尼 8:14
亚 14:16
约 7:2

14:21
结 11:3
结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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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基书

(玛) Mal

第一章
Mal 1:1 耶和华藉玛拉基传给以色

1:2-3
罗 9:13

列的默示。
1:3
Mal 1:2 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 俄 1:1
*龙 toNt^l=
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
13:22
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 赛
赛 34:13
赛 35:7
么．我却爱雅各、
赛 43:20
Mal 1:3 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 伯 30:29
诗 44:19
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龙*。
耶 9:11
耶 10:22
Mal 1:4 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
耶 14:6
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 耶 49:33
耶 51:37
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 哀 4:3
1:8
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 弥
和合本译
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 作野狗,参
看:
尼 2:13
华永远恼怒之民。
Mal 1:5 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
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
尊为大。
Mal 1:6 藐视我名的祭司阿、万军
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
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
尊敬我的在那里呢．我既为主人、
敬畏我的在那里呢。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Mal 1:7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
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
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
子、是可藐视的。
Mal 1:8 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
这不为恶么．将瘸腿的有病的献
上、这不为恶么．你献给你的省
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
面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Mal 1:9 现在我劝你们恳求
神、
玛拉基书 (玛) Mal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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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施恩与我们。这妄献的事、
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
情面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Mal 1:10 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
殿门、免得你们徒然在我坛上烧
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
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
Mal 1:11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
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
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
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Mal 1:12 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
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
物是可藐视的。
Mal 1:13 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烦
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
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
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
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
和华说的。
Mal 1:14 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
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
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
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
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第二章
Mal 2:1 众祭司阿、这诫命是传给

你们的。
Mal 2:2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
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
归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
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
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
咒诅你们了。
Mal 2:3 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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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
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
2:8
Mal 2:4 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
赛 9:16
你们、使我与利未〔或作利未人〕 太 15:14
所立的约、可以常存．这是万军 2:15
太 19:4
之耶和华说的。
*弗 4:6
Mal 2:5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 3:1
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 太 11:10
可 1:2
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 路 1:76
的名。
Mal 2:6 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
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
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
罪孽。
Mal 2:7 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
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
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Mal 2:8 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
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
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
华说的。
Mal 2:9 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
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
竟在律法上瞻徇情面。
Mal 2:10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么．
岂不是一位 神所造的么．我们
各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
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
Mal 2:11 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
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
所喜爱的圣洁〔或作圣地〕、娶事
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Mal 2:12 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
〔何人原文作叫醒的答应的〕、就是
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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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从雅各的帐棚中剪除他。
Mal 2:13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
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
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
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
纳。
Mal 2:14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
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
他。
Mal 2:15 虽然
神有灵的余力能造
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么．为何
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
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
妻。
Mal 2:16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
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
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
之耶和华说的。
Mal 2:17 你们用言语烦琐耶和华．
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烦琐他
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
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
或说、公义的 神在那里呢。

第三章
Mal 3:1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

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
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
仰慕的、快要来到。
Mal 3:2 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
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
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
玛拉基书 (玛) Mal 第三章

玛拉基书 (玛) Mal 第三章

漂布之人的碱。
Mal 3:3 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
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
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
和华。
Mal 3:4 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
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
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Mal 3:5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
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
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
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
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
不敬畏我的。
Mal 3:6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Mal 3:7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
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
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
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
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Mal 3:8 人岂可夺取
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
当献的供物上。
Mal 3:9 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
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Mal 3:10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
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
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
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Mal 3:11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
你们斥责蝗虫〔蝗虫原文作吞噬
者〕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
玛拉基书 (玛) Mal 第四章

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
不掉果子。
Mal 3:12 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
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
成为喜乐之地。
Mal 3:13 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
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
撞了你呢。
Mal 3:14 你们说、事奉
神是徒然
的．遵守 神所吩咐的、在万军
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
益处呢。
Mal 3:15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
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
虽然试探 神、却得脱离灾难。
Mal 3:16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
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记
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
华思念他名的人。
Mal 3:17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
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
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
服事自己的儿子。
Mal 3:18 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
和恶人、事奉 神的和不事奉
神的、分别出来。

第四章
Mal 4:1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

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
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
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Mal 4:2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
医治之能。〔光线原文作翅膀〕你
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Mal 4:3 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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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
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
4:5
Mal 4:4 你们当记念我仆人摩西的
太 11:14
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
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Mal 4:5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
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
亚到你们那里去。
Mal 4:6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
诅遍地。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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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Mat

第一章
Mat 1:1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

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后裔子
孙原文都作儿子下同〕
Mat 1:2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

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
Mat 1:3 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 和
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
生亚兰．
Mat 1:4 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
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Mat 1:5 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俄备
得生耶西．
Mat 1:6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
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Mat 1:7 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
生亚比雅．亚比雅生亚撒．
Mat 1:8 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
约兰．约兰生乌西亚*．
Mat 1:9 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
哈斯．亚哈斯生希西家．
Mat 1:10 希西家生玛拿西．玛拿西
生亚们．亚们生约西亚．
Mat 1:11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
候、约西亚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
兄。
Mat 1:12 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
雅*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
伯．
*
Mat 1:13 所罗巴伯 生亚比玉．亚比
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
所．
Mat 1:14 亚所生撒督．撒督生亚金．
His Faith

亚金生以律．
Mat 1:15 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
撒生马但．马但生雅各．
Mat 1:16 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
1:1
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
路 3:23
诗 132:11
从马利亚生的。
赛 11:1
Mat 1:17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1:3
创 38:29 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
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
1:4
得 4:19
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
1:5
代。
代下 2:12
Mat 1:18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
1:6
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
得 4:22
撒下
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
12:24
圣灵怀了孕。
1:7
代上 3:10 Mat 1:19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
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
1:8
代上 3:11把他休了。
12
*代下
Mat 1:20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
26:1-3
王下 15:
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
1-2, 13
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
1:9-10
代上 3:12- 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他所怀的
13
孕、是从圣灵来的。
1:12
耶 22:24 Mat 1:21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
-30
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
1:13*
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该 1:1
Mat 1:22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
1:16
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
路 3:23
Mat 1:23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
1:20
路 1:35
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
1:23
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
赛 7:14
神与我们同在。）
1:25*
Mat 1:24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
出 13:2
路 2:7
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Mat 1:25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
生了儿子、〔有古卷作等他生了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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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Mat 2:12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

第二章
Mat 2:1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

2:1
路 2:4-6

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 *创 25:6
王上 4:30
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2:2
Mat 2:2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 路 2:11
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民 24:17
*
2:5*
、特来拜他。
创 35:19
Mat 2:3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
2:6
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 弥 5:2
安。
2:11
Mat 2:4 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 赛 60:6
2:13
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 启 12:4
何处。
2:15
何 11:1
Mat 2:5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
2:18
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耶 31:15
Mat 2:6‘犹大地的伯利恒阿、你在
2:20
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 启 12:16
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
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Mat 2:7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
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
的。
Mat 2:8 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
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Mat 2:9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
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
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Mat 2:10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
欢喜。
Mat 2:11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
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
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
为礼物献给他。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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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
路回本地去了。
Mat 2:13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
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
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
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
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Mat 2:14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
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Mat 2:15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
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
来。’
Mat 2:16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
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
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
以内的、都杀尽了。
Mat 2:17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
话、说、
Mat 2:18‘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
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
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Mat 2:19 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
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
Mat 2:20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
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
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Mat 2:21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
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Mat 2:22 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
亲希律作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
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
利利境内去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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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2:23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
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第三章
Mat 3:1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2:23
太 21:11
约 1:45
*民 6:2

3:1

可 1:4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路 3:2-3
a
Mat 3:2 天国 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约 1:28
Mat 3:3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 3:2
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 但 2:44
3:3
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
赛 40:3
路。’
3:4
*
Mat 3:4 这约翰身穿骆驼毛 的衣
可 1:6
*亚 13:4
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
利 11:22
撒上
蜜。
14:25
Mat 3:5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
3:7*
地、并约但河一带地方的人、都 创 3:15
太 23:33
出去到约翰那里。
启 12:17
Mat 3:6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但河
3:11
可 1:8
里受他的洗。
路 3:16
Mat 3:7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 约 1:33
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 徒 1:5
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 3:15
出 29:4
避将来的忿怒呢。
3:16
可 1:10
Mat 3:8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
约 1:32
改的心相称．
3:17
Mat 3:9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
约 12:28
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 诗 2:7
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 4:1
可 1:12
拉罕兴起子孙来。
路 4:1
Mat 3:10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
4:2*
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 创 7:4
出 34:28
来、丢在火里。
4:4
Mat 3:11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 申 8:3
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约 6:63

a Mat 3:2 天国 hJ basileiva tw'n oujranw'n 原文作
诸天的国,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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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
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
你们施洗。
Mat 3:12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
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
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Mat 3:13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
约但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
洗。
Mat 3:14 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
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
么。
Mat 3:15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或作礼〕于是约翰许了他。
Mat 3:16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
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
见 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
他身上。
Mat 3: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
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第四章
Mat 4:1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

野、受魔鬼的试探。
Mat 4:2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
饿了。
Mat 4:3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
说、你若是 神的儿子、可以吩
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Mat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
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话。’
Mat 4:5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
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翅〕
Mat 4:6 对他说、你若是
神的儿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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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
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4:6
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 诗 91:11
-12
头上。’
4:7
Mat 4:7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
申 6:16
说、‘不可试探主你的 神。’ 4:10
Mat 4:8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 申 6:13
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 4:11*
太 18:10
荣华、都指给他看、
来 1:14
Mat 4:9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
4:12
可 1:14
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路 3:20
Mat 4:10 耶稣说、撒但退去罢。〔撒 约 4:43
但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因 4:16
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 赛 9:1-2
4:17
神、单要事奉他。’
可 1:15
Mat 4:11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
4:19
使*来伺候他。
得鱼:
可 1:17
Mat 4:12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 耶 16:16
退到加利利去．
4:20
Mat 4:13 后又离开拿撒勒、往迦百 太 19:27
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
4:23
太 9:35
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
5:1
上。
可 3:13
Mat 4:14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 路 6:12
话、
5:3
路 6:20
Mat 4:15 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 诗 51:17
地、就是沿海的路、约但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Mat 4:16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
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Mat 4:17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
来、说、天国近了a、你们应当悔
改。
Mat 4:18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
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
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Mat 4:19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Mat 4:20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
了他。
Mat 4:21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
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
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
亲西庇太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
呼他们。
Mat 4:22 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
亲、跟从了耶稣。
Mat 4:23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
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
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Mat 4:24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
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
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
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
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Mat 4:25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
但河外、来跟着他。

a Mat 4:17 近了 h[ggiken 原文或作到了,下同.
参看太 26:45 时候到了

b Mat 5:3 灵里贫穷 oiJ ptwcoiV tw'/ pneuvmati, 和
合本译作虚心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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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Mat 5:1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

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
前来。
Mat 5:2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b
Mat 5:3 灵里贫穷 的人有福了．因
为天国是他们的。
Mat 5:4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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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5: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Mat 5: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

们必承受地土。
5:11
Mat 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
路 6:22
彼前 4:14
为他们必得饱足。
5:13
Mat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
可 9:50
他们必蒙怜恤。
路 14:34
Mat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5:14
箴 4:18
们必得见 神。
腓 2:15
Mat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
5:20
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赛 64:6
罗 10:3
Mat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5:21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出 20:13
Mat 5: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 民 35 章
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5:25
箴 25:8
你们就有福了。
路 12:58
Mat 5: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 诗 32:6
赛 55:6
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
5:27
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 出 20:14
们。
5:28
Mat 5:13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 伯 31:1
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 5:29
可 9:43
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了。
Mat 5: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
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Mat 5: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Mat 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
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Mat 5:17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
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
全。
Mat 5: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
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
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
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
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
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Mat 5: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
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
不能进天国。
Mat 5:21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
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
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Mat 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
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
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的五字〕凡骂
弟兄是拉加a的、难免公会的审
断．凡骂弟兄是魔利b的、难免地
狱的火。
Mat 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
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Mat 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
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Mat 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
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
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
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Mat 5:26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
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
来。
Mat 5:27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
奸淫。’
Mat 5:28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
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
与他犯奸淫了。
Mat 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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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t 5:22 rJakav, 拉加:笨头笨脑的意思.
b Mat 5:22 mwrev, 魔利:愚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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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Mat 5:30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
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
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5:31
Mat 5:31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
申 24:1
太 19:7
给他休书。
Mat 5:3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 5:32
路 16:18
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 罗 7:3
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 5:33
申 23:23
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Mat 5:33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 5:34
雅 5:12
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 赛 66:1
总要向主谨守。’
5:35
Mat 5:34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 诗 48:2
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 5:37
雅 5:12
为天是 神的座位．
5:38
Mat 5:35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 出 21:24
24:20
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 利
申 19:21
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
5:39
京城。
箴 20:6
路 6:29
Mat 5:36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 5:43
利 19:18
白了。
6:1
Mat 5:37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 太 23:5
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
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
的〕
Mat 5:38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

还眼、以牙还牙。’
Mat 5:39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
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
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Mat 5: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
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Mat 5:41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
就同他走二里。
Mat 5:42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六章

6

借贷的、不可推辞。
Mat 5:43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
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Mat 5:44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
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
告。
Mat 5:45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
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
义的人。
Mat 5:46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
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
也是这样行么。
Mat 5:47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这样行么。
Mat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
的天父完全一样。

第六章
Mat 6: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

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
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
父的赏赐了。
Mat 6:2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
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
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
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
赐。
Mat 6:3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
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Mat 6:4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
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
你。〔有古卷作必在明处报答你〕
Mat 6:5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
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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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
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
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Mat 6:6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
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
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
你。
Mat 6:7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Mat 6:8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
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
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Mat 6:9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
名为圣。
Mat 6: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Mat 6: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
给我们。
Mat 6: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
了人的债。
Mat 6: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
们脱离凶恶。〔或作脱离恶者〕因
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有古卷无因为
至阿们等字〕
Mat 6: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
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Mat 6:15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
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
犯。
Mat 6:16 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
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
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
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
His Faith

6:6
王下 4:33

6:12
太 18:35

6:13
林前
10:13
彼后 2:9
启 3:10
代上
29:11

6:14
可 11:25
弗 4:32
西 3:13

6:15
雅 2:13

6:16
赛 58:5

6:19
箴 23:4
来 13:5
提前 6:17
雅 5:1-3

6:20
太 19:21

6:21
太 19:22
西 2:3

6:22

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
赏赐。
Mat 6:17 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
脸、
Mat 6: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
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
察看、必然报答你。
Mat 6:19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
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
有贼挖窟窿来偷．
Mat 6:20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
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
有贼挖窟窿来偷．
Mat 6:21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
的心也在那里。
Mat 6: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
眼睛若专一a、全身就光明。
b
Mat 6:23 你的眼睛若邪恶 、全身就
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
黑暗是何等大呢。
Mat 6: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
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
思〕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
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
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
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
Mat 6: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
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
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
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
Mat 6:27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
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

路 11:34 Mat 6:25
林后 3:18
专一:
民 14:24

6:23
箴 23:6

a Mat 6:22 专一 aJplou'" 和合本译作了亮
b Mat 6:23 邪恶 ponhroV" 和合本译作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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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肘呢〕
Mat 6: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Mat 6:29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
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
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Mat 6: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
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
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
何况你们呢。
Mat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
么、喝什么、穿什么。
Mat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
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
父是知道的。
Mat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
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了。
Mat 6:34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
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
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第七章
Mat 7:1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

们被论断。
Mat 7:2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
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
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
们。
Mat 7:3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
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Mat 7: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
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
刺呢。
Mat 7:5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
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七章

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王上 3:13 Mat 7:6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
诗 37:25
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
太 6:33
可 10:30 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
。
路 12:31
Mat 7:7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
6:34
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
雅 4:14
门。
7:1
罗 2:1
Mat 7:8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
林前 4:3
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
7:3
开门。
路 6:41
Mat 7:9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7:6
箴 9:7-8 反给他石头呢
．
箴 23:9
徒 13:45 Mat 7:10 求鱼、反给他蛇呢。
*
Mat 7:11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
7:7
太 21:22
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
可 11:24
路 11:9
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
约 14:13
雅 1:5-6 的人么。
约一 5:14Mat 7:12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
15
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
7:8
代上 28:9 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
．
耶 29:12
来 11:6
理。
约 4:24
Mat 7:13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
7:9-11
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路 11:11
进去的人也多。
7:11*
耶 17:9
Mat 7:14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
是小的a、找着的人也少。
7:12
加 5:14
Mat 7:15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
7:13-14 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
、
路 13:24
亚 13:8-9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Mat 7:16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
7:15
申 13:3
约一 4:1 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
弥 3:5
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徒 20:29
Mat 7:17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7:17
太 12:33 惟独坏树结坏果子。
Mat 7:18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
6:33

a Mat 7:14 路是小的 teqlimmevnh hJ oJdoV" 或作路
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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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结好果子。
Mat 7:19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
下来、丢在火里。
7:21
Mat 7:20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
路 6:46
路 13:25
可以认出他们来。
徒 19:13
Mat 7:21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 罗 2:13
雅 1:22
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
7:22
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徒 19:13
民 24:4
Mat 7: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
约 11:51
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
7:23
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 太 25:41
提后 2:19
的名行许多异能么。
路 13:25
Mat 7:23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7:24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 路 6:47
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8:2
可 1:40
Mat 7: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
路 5:12
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
8:3
可 1:41
在磐石上。
路 5:13
Mat 7:25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
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 8:5-13
路 7:1-10
立在磐石上。
8:12
Mat 7: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太 21:43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
沙土上。
Mat 7:27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
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
得很大。
Mat 7:28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
都希奇他的教训．
Mat 7:29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
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了。
Mat 8:3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

Mat 8:1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

洁净了罢．他的大痲疯立刻就洁
净了。
Mat 8:4 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
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
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
众人作证据。
Mat 8:5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
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
Mat 8:6 主阿、我的仆人害瘫痪病、
躺在家里、甚是疼苦。
Mat 8:7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Mat 8:8 百夫长回答说、主阿、你到
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
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Mat 8:9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
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
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
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
作。
Mat 8:10 耶稣听见就希奇、对跟从
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
大的信实a、就是在以色列中、我
也没有遇见过。
Mat 8:11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
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Mat 8:12 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
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
哭切齿了。
Mat 8:13 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
罢．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b。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着他。
Mat 8:2 有一个长大痲疯的、来拜
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a Mat 8:10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b Mat 8:13 照你... wJ" ejpivsteusa" genhqhvtw soi.
和合本译作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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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8:14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

Mat 8:28 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
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
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
8:14-15
Mat 8:15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
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
可 1:29-31
路 4:38-39 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
退了．他就起来服事耶稣。
、
Mat 8:16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 8:16
路上经过。
1:32
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 可
Mat 8:29 他们喊着说、 神的儿子、
路 4:40
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 8:17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
赛
53:4
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
Mat 8:17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 8:20
么。
路 9:58
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Mat 8:30 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
8:22
担当我们的疾病。’
吃食。
路 9:60
Mat 8:18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
Mat 8:31 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
8:24
可 4:37
吩咐渡到那边去。
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
路 8:23
Mat 8:19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
罢。
8:26
子、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 诗 107: 29 Mat 8:32 耶稣说、去罢．鬼就出来、
可 4:39
你。
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
路 8:24
Mat 8:20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
投在海里淹死了。
8:27
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 路 8:25 Mat 8:33 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
方。
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
8:28
可
5:1
Mat 8:21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的、都告诉人。
路 8:26
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
Mat 8:34 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
9:2
亲。
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
路 5:18
Mat 8:22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 9:4*
的境界。
太 12:25
们的死人、你跟从我罢。
约 2:25
第九章
Mat 8:23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 启 2:23
Mat 9:1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
Mat 8:24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
自己的城里。
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
Mat 9:2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
Mat 8:25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
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
阿、救我们、我们丧命啦。
a
的信实b、就对瘫子说、小子、放
Mat 8:26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
心罢．你的罪赦了。
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
Mat 9:3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
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
人说僭妄的话了。
静了。
*
Mat 9:4 耶稣知道 他们的心意、就
Mat 8:27 众人希奇说、这是怎样的
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
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b Mat 9:2 他们的信实 thVn pivstin aujtw'n 和合本
译作他们的信心

a Mat 8:26 小信的人 ojligovpistoi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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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Mat 9:16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

Mat 9:5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

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
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Mat 9:17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
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
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
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
保全了。
Mat 9:18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
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
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必活了。
Mat 9:19 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
徒也跟了去。
Mat 9:20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
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
衣裳繸子．
a
Mat 9:21 因为他里头 说、我只摸他
的衣裳、就必痊愈。
Mat 9:22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
女儿、放心、你的信实救了你b．
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Mat 9:23 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
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
Mat 9:24 就说、退去罢．这闺女不是
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
他。
Mat 9:25 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
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
了。
Mat 9:26 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
方。
Mat 9:27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
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

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呢。
9:12
Mat 9:6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
路 5:31
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
9:13
何 6:6
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罢。
太 12:7
Mat 9:7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9:15
Mat 9:8 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
路 5:34
耀与 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 约 3:29
9:16
赐给人。
路 5:36
Mat 9:9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
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 9:17
可 2:22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 路 5:37
9:18
来、跟从了耶稣。
可 5:22
Mat 9:10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 路 8:41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 9:20
太 14:36
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Mat 9:11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 9:22
可 5:34
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
9:27
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可 10:47
路 18:38
Mat 9:12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
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着。
Mat 9:13 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
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
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
人、乃是召罪人。
Mat 9:14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
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
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
什么呢。
Mat 9:15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
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
能哀恸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
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
食。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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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t 9:21 里头 ejn eJauth'/: 和合本译作心里
b Mat 9:22 你的信实救了你 hJ pivsti" sou
sevswkevn se. 和合本译作你的信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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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可怜我们罢。
Mat 9:28 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 9:32
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 路 11:14
作这事么．他们说、主阿、是的a。 9:36
可 6:34
Mat 9:29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 民 27:17
照着你们的信实给你们成全了 王上
22:17
罢b。
9:37
Mat 9:30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 路 10:2
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 9:38
帖后 3:1
心、不可叫人知道。
10:1*
Mat 9:31 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 可 3:15
路 6:13
传遍了那地方。
路 9:1
Mat 9:32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
10:2
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 约 1:42
前来。
10:5*
Mat 9:33 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 王下
17:24
话来．众人都希奇说、在以色列 约 4:9
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10:6
太 15:24
Mat 9:34 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 赛 53:6
鬼王赶鬼。
10:7
Mat 9:35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 路 9:2
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10:8
林前 9:18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10:9-10
Mat 9:36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
路 9:3
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 可 6:8-9
羊没有牧人一般。
10:10
路 10:7
Mat 9:37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 林前 9:7
稼多、作工的人少．
10:13
Mat 9:38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诗 35:13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10:14

第十章

可 6:11
路 9:5

Mat 10:1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a Mat 9:28 主阿、是的 naiV kuvrie. 和合本译作主
阿、我们信
b Mat 9:29 照着... kataV thVn pivstin uJmw'n genhqhvtw uJmi'n. 和合本译作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
成全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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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
治各样的病症。
Mat 10:2 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
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
安得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
雅各的兄弟约翰．
Mat 10:3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
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
各、和达太．
Mat 10:4 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
稣的加略人犹大。
Mat 10:5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
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
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
要进．
Mat 10:6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里去。
Mat 10:7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Mat 10:8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
长大痲疯的洁净、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
去。
Mat 10:9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Mat 10:10 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
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柺杖．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Mat 10:11 你们无论进那一城、那一
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
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
Mat 10:12 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
安。
Mat 10:13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
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
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
们。
Mat 10:14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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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
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
去。
Mat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
的日子、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受
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Mat 10:16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
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
良像鸽子。
Mat 10:17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
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
里鞭打你们．
Mat 10:18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
外邦人作见证。
Mat 10:19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
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
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Mat 10:20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
的。
Mat 10:21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
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
为敌、害死他们。
Mat 10:22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
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
然得救。
Mat 10:23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
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
走遍、人子就到了。
Mat 10:24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
不能高过主人．
Mat 10:25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
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
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Mat 10:26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

10:17
徒 5:40

10:18
徒 12:1

10:19
路 12:12

10:21
弥 7:6

10:23
徒 8:1

10:24
路 6:40
约 15:20
太 11:12

10:27*
太 24:17
可 13:15
路 12:3
路 17:31

10:28
赛 8:12
路 12:4
彼前 3:14

10:30
撒上
14:45
路 21:18
徒 27:34

10:32
路 12:8
罗 10:9
启 3:5

10:33
路 9:26
提后 2:12

10:35
弥 7:6

10:37
路 14:26
申 33:9

a Mat 10:28 灵魂 yuchVn 原文作魂或性命,无灵
字,下同

〔别西卜是鬼王的名〕

His Faith

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
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Mat 10:27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
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
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a
Mat 10:28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
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
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
他。
Mat 10:29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
子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
也不能掉在地上。
Mat 10:30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
数过了。
Mat 10:31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
多麻雀还贵重。
Mat 10:32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
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Mat 10: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
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
他。
Mat 10:34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
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
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Mat 10:35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
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
婆婆生疏．
Mat 10:36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
的人。
Mat 10: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
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
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Mat 10: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
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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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10:39 得着生命

a

的、将要失丧
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
着生命。
Mat 10:40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
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
的。
Mat 10:41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
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
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
所得的赏赐。
Mat 10:42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
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
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
不能不得赏赐。

10:39
路 17:33
约 12:25

10:40
路 9:48
约 12:44
加 4:14

10:41
王上
17:10
王下 4:8

10:42
可 9:41

11:3
创 49:10

11:5
赛 35:5

第十一章

11:6

Mat 11:1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

11:10

赛 8:14

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Mat 11:9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么．我告诉你们、是
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Mat 11:10 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
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
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Mat 11:11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
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
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Mat 11:12 从施洗约翰的日子直到
如今、天国不断地受逼迫、强暴
的人始终企图要将它夺走。b
Mat 11:13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
言、到约翰为止。
Mat 11:14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
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Mat 11:15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Mat 11:16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
伴、说、
Mat 11:17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
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
捶胸。
Mat 11:18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
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Mat 11:19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
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
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
以智慧为是。〔有古卷作但智慧在

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 玛 3:1
11:11
教训人。
创 25:23
Mat 11:2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作 太 19:30
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11:12
徒 14:22
Mat 11:3 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 约 15:20
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11:13
Mat 11:4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 申 4:2
但 9:24
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启 22:18
Mat 11:5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
11:14
长大痲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 玛 4:5
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11:15
太 13:9
Mat 11: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 路 8:8
约 5:25
了。
启 2:7
Mat 11:7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 启 2:11
启 2:17
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 启 2:29 行为上就显为是〕
3:6
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 启
Mat 11:20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
启 3:13
动的芦苇么。
b Mat 11:12 从施 ajpoV deV tw'n hJmerw'n jIwavnnou
Mat 11:8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
tou' baptistou' e{w" a[rti hJ basileiva tw'n oujranw'n biavzetai kaiV biastaiV aJrpavzousin au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么、那
...

jthvn. 和合本译作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
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a Mat 10:39 生命 yuchVn 原文作魂或性命,下同.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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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
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Mat 11:21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
赛大阿、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
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
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Mat 11:22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
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
还容易受呢。
Mat 11:23 迦百农阿你已经升到天
上．〔或作你将要升到天上么〕将来
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
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
以存到今日．
Mat 11:24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
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
易受呢。
Mat 11:25 那时、耶稣说、父阿、天地
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
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Mat 11:26 父阿、是的、因为你的美
意本是如此。
Mat 11:27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
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
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Mat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
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
Mat 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
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
你们魂里a就必得享安息。
Mat 11: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
的担子是轻省的。

第十二章
11:21
拿 3:6

11:23
赛 14:13
哀 2:1

11:25
路 10:21
太 16:17

11:27
约 1:18

11:28
耶 6:16

11:29
约 13:15
腓 2:5
亚 9:9

11:30
约一 5:3

12:1
申 23:25
可 2:23

12:3
撒上 21:6

12:4
出 25:30

12:5
民 28:9
约 7:22

12:6
徒 17:24

12:7
何 6:6
太 23:23
12:8
可 2:28

12:10
路 13:14
路 14:3
约 9:16

12:11
申 22:4

Mat 12:1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

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
麦穗来吃。
Mat 12:2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
说、看哪、你的门徒作安息日不
可作的事了。
Mat 12:3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
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么。
Mat 12:4 他怎么进了
神的殿、吃
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
的人可以吃得、惟独祭司才可以
吃。
Mat 12:5 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
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么。
Mat 12:6 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
一人比殿更大。
Mat 12:7‘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
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Mat 12:8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Mat 12:9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
个会堂．
Mat 12:10 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
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
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
他。
Mat 12:11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
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
他抓住拉上来呢。
Mat 12:12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
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
Mat 12:13 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
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a Mat 11:29 魂里 tai'" yucai'" 和合本译作心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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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只手一样。
Mat 12:14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
可以除灭耶稣。
Mat 12:15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
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
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Mat 12:16 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
名。
Mat 12:17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
的话、说、
Mat 12:18‘看哪、我的仆人、我所
拣选、所亲爱、魂里a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
理传给外邦。
Mat 12:19 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
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Mat 12:20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
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Mat 12: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
名。’
Mat 12:22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
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
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
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Mat 12:23 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
大卫的子孙么。
Mat 12:24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
西卜阿。
Mat 12:25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
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分争、就
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分争、
必站立不住。
Mat 12:26 若撒但赶逐撒但、就是自

12:14
太 27:1
可 3:6
路 6:11
约 5:18

12:18-21
赛 42:1-4

12:29
启 20:2
赛 49:25
可 3:27
路 11:21

12:32
亚 13:3
太 7:22

12:33
太 7:17

12:34
耶 17:9
*创 3:15
太 23:33

12:37
雅 3:2

12:38
太 16:1

相分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Mat 12:27 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
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
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Mat 12:28 我若靠着
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 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Mat 12:29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
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
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Mat 12:30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
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
的。
Mat 12:31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
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
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
免。
Mat 12:32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
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Mat 12:33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
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
子、就可以知道树。
*
Mat 12:34 毒蛇的种类 、你们既是
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Mat 12:3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
的恶、就发出恶来。
Mat 12:36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
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
句供出来。
Mat 12:37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
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Mat 12:38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
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
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a Mat 12:18 魂里 hJ yuchv 和合本译作心里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十二章

16

FOJC.NET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十二章
Mat 12:39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

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
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
他们看。
Mat 12:40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
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
地里头。
Mat 12:41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
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
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
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
拿更大。
Mat 12:42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
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
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
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
罗门更大。
Mat 12:43 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
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
处、却寻不着。
Mat 12:44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
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
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
Mat 12:45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
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
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Mat 12:46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
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
外边、要与他说话。
Mat 12:47 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
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
说话。
Mat 12:48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
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Mat 12:49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
His Faith

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Mat 12:50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12:39*

第十三章

赛 57:3
太 16:4

Mat 13:1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

出来、坐在海边。
Mat 13:2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12:41* 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
拿 3:5-8
上。
12:42
王上 10:1 Mat 13:3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
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
13:2
路 8:4
种．
路 5:3
Mat 13:4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
13:11
太 11:25 飞鸟来吃尽了。
可 4:11
Mat 13:5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林前 2:10
约一 2:27 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Mat 13:6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
13:12
太 25:29
根、就枯干了。
可 4:25
Mat 13:7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
13:14
赛 6:9
起来、把他挤住了。
结 12:2
Mat 13:8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
可 4:12
路 8:10
约 12:40 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
徒 28:26
有三十倍的。
罗 11:8
林后 3:14- Mat 13:9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15
Mat 13:10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Mat 13:11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
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
知道。
Mat 13:12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
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
的、也要夺去。
Mat 13:13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
见、也不明白。
Mat 13:14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
12:40

拿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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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
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
不晓得．’
Mat 13:15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
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
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
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Mat 13:16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
福的、因为听见了。
Mat 13:17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
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
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
的、却没有听见。
Mat 13:18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
比喻。
Mat 13:19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
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
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
的了。
Mat 13:20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
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Mat 13:21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
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
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Mat 13:22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
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
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
实。
Mat 13: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
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Mat 13: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
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Mat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
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十三章

了。
Mat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
13:15*
创 3:22
赛 6:10
徒 28:27

13:17
来 11:13
彼前 1:10

13:22
太 19:23

13:30
启 14:15

13:31
赛 2:2
可 4:30
路 13:18

13:33
路 13:20

13:35
诗 78:2

也显出来。
Mat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么、
从那里来的稗子呢。
Mat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
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么。
Mat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
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Mat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
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
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
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
仓里。
Mat 13:31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
种在田里。
Mat 13:32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
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
的枝上。
Mat 13:33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
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
来。
Mat 13:34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
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
他们说什么．
Mat 13:35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我要说
出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a。’
Mat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
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
a Mat 13:35 我要说出... ejreuvxomai kekrummevna
ajpoV katabolh'" (kovsmou). 和合本译作把创世以
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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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Mat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
就是人子．
Mat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
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
之子*．
Mat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
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
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Mat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
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Mat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
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
里挑出来、
Mat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了。
Mat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
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Mat 13:44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
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
块地。
Mat 13:45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
好珠子．
Mat 13:46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
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
珠子。
Mat 13:47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
聚拢各样水族。
Mat 13:48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
好的丢弃了。
Mat 13: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
别出来、
His Faith

Mat 13:50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

13:38*
创 3:15
约 8:44
徒 13:10
约一 3:8

13:40
太 25:41

13:44
腓 3:7-8
赛 55:1
启 3:18

13:46
箴 2:4

13:49
太 25:32

13:52
太 9:17

13:55
赛 49:7
可 6:3
约 6:42

13:57
赛 8:14

13:58
可 6:5-6
赛 42:8

14:1
可 6:14
路 9:7

14:3
太 11:2

哀哭切齿了。
Mat 13:51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
都明白了么．他们说、我们明白
了、
Mat 13:52 他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
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
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Mat 13:53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
离开那里、
Mat 13:54 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
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希奇、
说、这人从那里有这等智慧、和
异能呢。
Mat 13:55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么．他
母亲不是叫马利亚么．他弟兄们
不是叫雅各、约西、〔有古卷作约
瑟〕西门、犹大么．
Mat 13:56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
这里么．这人从那里有这一切的
事呢。
Mat 13:57 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原
文作因他跌倒〕耶稣对他们说、大
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
有不被人尊敬的。
Mat 13:58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
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第十四章
Mat 14:1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

耶稣的名声、
Mat 14:2 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
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
从他里面发出来。
Mat 14:3 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
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
锁在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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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14:4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

Mat 14:18 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这妇人是不合法的a。
Mat 14:19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
14:4
Mat 14:5 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
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
利 18:16
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利 20:21 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
Mat 14:6 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 14:17
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王下 4:42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 44
Mat 14:20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可 6:38
律欢喜。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
路 9:13
约
6:9
Mat 14:7 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
十二个篮子。
14:20
求的给他。
Mat 14:21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
约 6:13
Mat 14:8 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
有五千。
14:25
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 可 6:48 Mat 14:22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
约 6:19
拿来给我。
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伯 9:8
Mat 14:9 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
Mat 14:23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
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
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
他。
一人在那里。
Mat 14:10 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
Mat 14:24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
了约翰．
顺、被浪摇撼。
Mat 14:11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
Mat 14:25 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
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
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Mat 14:12 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
Mat 14:26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
Mat 14:13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
怕、喊叫起来。
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
Mat 14:27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
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放心．是我b、不要怕。
Mat 14:14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
Mat 14:28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
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
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病人。
Mat 14:29 耶稣说、你来罢。彼得就
Mat 14:15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
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
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
耶稣那里去．
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
Mat 14:30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阿、
Mat 14:16 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
救我。
们给他们吃罢。
Mat 14:31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Mat 14:17 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
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
个饼、两条鱼。
惑呢。
a Mat 14:4 是不合法的 oujk e[xestivn 和合本译作
是不合理的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十四章

b Mat 14:27 是我 ejgwv eijmi: 原文作我是; Exo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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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14:32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Mat 14:33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

真是

*

神的儿子 了。
Mat 14:34 他们过了海、来到革尼撒
勒地方。
Mat 14:35 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
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
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Mat 14:36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
衣裳繸子、摸着的人、就都好
了。

第十五章
Mat 15:1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Mat 15:2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
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
不洗手。
Mat 15:3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
因着你们的遗传、犯 神的诫命
呢。
Mat 15:4 神说、当孝敬父母．又
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
Mat 15:5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
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
了供献．
Mat 15:6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
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 神的
诫命。
Mat 15:7 假冒为善的人哪、以赛亚
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
Mat 15:8‘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Mat 15:9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
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
然。’
His Faith

Mat 15:10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
14:33*
诗 2:7
可 1:1

14:36
太 9:20
可 3:10
路 6:19
徒 19:12
结 44:19

15:2
可 7:5

15:4
出 20:12
出 21:17
利 19:3
申 5:16
箴 23:22
弗 6:2
利 20:9
申 27:16
箴 20:20
箴 30:17

15:8-9
赛 29:13
结 33:31

15:9
西 2:22
多 1:14

15:11
徒 10:15
罗 14:14
提前 4:4
多 1:15

15:14
赛 9:16
路 6:39

15:18
耶 17:9
雅 3:6

15:19
创 6:5
创 8:21
可 7:21

15:22*
太 9:27

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Mat 15:11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
的乃能污秽人。
Mat 15:12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
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
你知道么。〔不服原文作跌倒〕
Mat 15:13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
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
拔出来。
Mat 15:14 任凭他们罢．他们是瞎眼
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
人都要掉在坑里。
Mat 15:15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
喻讲给我们听。
Mat 15:16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
明白么．
Mat 15:17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
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么。
Mat 15:18 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
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Mat 15:19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
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
妄证、亵渎a．
Mat 15:20 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
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Mat 15:21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
西顿的境内去。
Mat 15:22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
方出来、喊着说、主阿、大卫的
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
甚苦。
Mat 15:23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
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
头喊叫．请打发他走罢。
a Mat 15:19 亵渎 或作诸般的亵渎 blasfhmivai 和
合本译作谤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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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15:24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

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Mat 15:25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阿、
帮助我。
Mat 15:26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
饼、丢给狗吃。
Mat 15:27 妇人说、主阿、不错．但是
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
碎渣*儿。
a
Mat 15:28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实
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
了罢。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
了。
Mat 15:29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
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
Mat 15:30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
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
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Mat 15:31 甚至众人都希奇．因为看
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
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
以色列的 神。
Mat 15:32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
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
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
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
困乏。
Mat 15:33 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
那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
吃饱呢。
Mat 15:34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
鱼。
Mat 15:35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Mat 15:36 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
15:24
太 10:6

15:27*
太 14:20
太 15:37
路 16:21

15:32
可 8:1

15:33
王下 4:43
太 14:20

15:39
可 8:10

第十六章

16:1

Mat 16: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

太 12:38
可 8:11
路 11:16
林前 1: 22

16:2-3
路 12:54
-56

16:6
路 12:1
提后 2: 17

a Mat 15:28 信实 hJ pivsti": 和合本译作信心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十六章

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门徒
又递给众人。
Mat 15:37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
子。
Mat 15:38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
共有四千。
Mat 15:39 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
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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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
给他们看。
Mat 16:2 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Mat 16:3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
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
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
时候的神迹。
Mat 16:4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
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
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
去了。
Mat 16:5 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
饼。
Mat 16:6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
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
酵。
Mat 16:7 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
为我们没有带饼罢。
Mat 16:8 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
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
此议论呢。
Mat 16:9 你们还不明白么、不记得
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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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少篮子的零碎么．
Mat 16:10 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
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
碎么。
Mat 16:11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
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话不是
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
呢。
Mat 16:12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
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Mat 16:13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
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
人子是谁。〔有古卷无我字〕
Mat 16:14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
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
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
位。
Mat 16:15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Mat 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
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Mat 16:17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
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
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
的父指示的。
Mat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会众a建造在这磐石
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权柄原文作门〕
Mat 16:19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将来你在
地上也要捆绑．凡在天上已经释
放的、将来你在地上也要释放。b

Mat 16:20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

16:16
太 14:33

16:17
太 11:25
太 13:11

16:19
太 18:18
约 20:23
提后 1:9

16:21
太 20:18
可 8:31
路 9:22

16:23
撒下 19:
22
罗 8:7

16:24*
可 8:34
路 9:23
利 16:29

16:25
太 10:39
路 9:24
约 12:25

16:26
诗 49:7
路 9:25

16:27
太 25:31
启 1:7

16:28
路 17:21
徒 2:37
徒 2:14

17:2
可 9:3
路 9:29
出 34:29
诗 104:2
启 1:14

a Mat 16:18 会众 ejkklhsivan 和合本译作教会
b Mat 16:19 凡在... kaiV o} ejaVn dhvsh/" ejpiV th'" gh'"
e[stai dedemevnon ejn toi'" oujranoi'", kaiV o} ejan
V
luvsh/" ejpiV th'" gh'" e[stai lelumevnon ejn toi'"
oujranoi'". 和合本译作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

His Faith

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Mat 16:21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
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
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
三日复活。
Mat 16:22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
主阿、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
到你身上。
Mat 16:23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边去罢．你是绊我脚
的．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Mat 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
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
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Mat 16:2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
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
生命。
Mat 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
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
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Mat 16:27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
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Mat 16:28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
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
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第十七章
Mat 17:1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
的上了高山．
Mat 17:2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
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
要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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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
里、屡次跌在水里。
光。
Mat 17:16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
Mat 17:3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
们却不能医治他。
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Mat 17:17 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
17:5
Mat 17:4 彼得对耶稣说、主阿、我们
悖谬的世代阿、我在你们这里要
云彩遮盖:
出
24:15
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
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
出 40:34
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 民 16:42 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罢。
可 9:7
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Mat 17:18 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
路 9:34
要听他:
Mat 17:5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
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申 18:15
徒
3:22
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
Mat 17:19 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
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 17:13 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
太 11:14
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呢。
17:14
Mat 17:6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
Mat 17:20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小
可 9:17
路 9:38
其害怕。
信．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
Mat 17:7 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 17:17
信实像一粒芥菜种a、就是对这
到几时呢:
来、不要害怕。
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
箴 1:22
可 9:19
Mat 17:8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
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
路 9:41
耶稣在那里。
能作的事了。
17:20
Mat 17:9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 太 21:21 Mat 17:21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
可 11:23
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路 17:6 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或作不能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17:23 赶他出来〕
Mat 17:22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
Mat 17:10 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 可 9:31
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
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17:25
太 22:21
交在人手里．
Mat 17:11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
Mat 17:23 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
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Mat 17:12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
Mat 17:24 到了迦百农、有收丁税的
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
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
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
丁税么。〔丁税约有半块钱〕
的害。
Mat 17:25 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
Mat 17:13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
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
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
Mat 17:14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
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
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
说、

a Mat 17:20 是因... diaV thVn ojligopistivan uJmw'n:
ajmhVn gaVr levgw uJmi'n, ejaVn e[chte pivstin wJ"
kovkkon sinavpew", 和合本译作是因你们的信心
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
种

Mat 17:15 主阿、怜悯我的儿子．他

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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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人呢。
Mat 17:26 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
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
了．
Mat 17:27 但恐怕触犯他们、〔触犯
原文作绊倒〕、你且往海边去钓
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
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
去给他们、作你我的税银。

第十八章
Mat 18:1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

Mat 18:10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

17:26
加 4:7

18:1
可 9:33
路 9:46

18:3
诗 131:2
可 10:14
路 18:16
彼前 2:2

18:7

番 1:5
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Mat 18:2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18:10*
来 1:14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Mat 18:3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 18:11
路 19:10
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18:12
断不得进天国。
路 15:4
Mat 18:4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 18:15
19:17
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利
路 17:3
Mat 18:5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 雅 5:20
18:16
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申 17:6
Mat 18:6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 约 8:17
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 来 10:28
18:17
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罗 16:17
Mat 18:7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 帖后 3:6
约二 1: 10
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18:18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太 16:19
Mat 18:8 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
18:19
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约 17:21
约一 5:14
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
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
永火里。
Mat 18:9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把他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
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
在地狱的火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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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
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
的面。〔有古卷在此有
Mat 18:11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
人〕
Mat 18:12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
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
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
Mat 18:13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
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
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
大呢。
Mat 18:14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
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Mat 18:15 倘若你的弟兄犯罪[得罪
你]a、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
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
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Mat 18:16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
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
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Mat 18:17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会
众．若是不听会众、就看他像外
邦人和税吏一样。
Mat 18: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在天
上已经捆绑的、将来你们在地上
也要捆绑．凡在天上已经释放
的、将来你们在地上也要释放。b
Mat 18:19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
a Mat 18:15 倘若... jEaVn deV aJmarthvsh/ (eij" seV) oJ
ajdelfov" sou, 和合本译作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b Mat 18:18 凡在... o{sa ejaVn dhvshte ejpiV th'" gh'"
e[stai dedemevna ejn oujranw'/, kaiV o{sa ejaVn luvshte ejpiV th'" gh'" e[stai lelumevna ejn oujranw'/.
和合本译作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
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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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
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
为他们成全。
Mat 18:20 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
个人奉我的名聚会b、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Mat 18:21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
说、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当
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Mat 18:22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
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Mat 18:23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
仆人算账。
Mat 18:24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
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Mat 18:25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
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
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Mat 18:26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
阿、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Mat 18:27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
悯c、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
债。
Mat 18:28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
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
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
欠的还我。
Mat 18: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
说、宽容我罢、将来我必还清。
Mat 18: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
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Mat 18:31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
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

人。
Mat 18:32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
18:21
太 6:12

18:22*
但 9:24

18:35
箴 21:13
太 6:12
可 11:26
雅 2:13

19:1
可 10:1
约 10:40

19:3

第十九章

可 10:2

Mat 19:1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

19:4

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
但河外。
Mat 19:2 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
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Mat 19:3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
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
妻么。
Mat 19:4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
的、是造男造女、
Mat 19:5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
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
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么。
Mat 19:6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
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 神
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Mat 19:7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
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
他呢。
Mat 19:8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
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
并不是这样。
Mat 19:9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
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

创 1:27
玛 2:15

19:5
创 2:24
可 10:5
弗 5:31
林前 6:16

19:7
申 24:1
太 5:31

b Mat 18:20 奉我的名聚会 sunhgmevnoi eij" toV ejmoVn o[noma, 原文作被聚集在我的名里
c Mat 18:27 动了... splagcnisqeiV"J 和合本译作动
了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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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
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Mat 18:33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
像我怜恤你么。
Mat 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
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Mat 18:35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
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
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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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
人、也是犯奸淫了。
Mat 19:10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
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Mat 19:11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
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
受。
Mat 19:12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
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
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
受。
Mat 19:13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
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
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Mat 19:14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
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
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Mat 19:15 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
那地方去了。
Mat 19:16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
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该
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Mat 19:17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
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有古卷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
了 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

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Mat 19:18 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
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Mat 19:19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
己。
Mat 19:20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
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Mat 19:21 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
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
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
His Faith

19:14
太 18:3

19:19
利 19:18
太 22:39
可 12:31
可 12:33
罗 13:9
加 5:14
雅 2:8

19:21
太 6:20
可 10:21
路 12:33
徒 2:45

19:23
太 13:22
可 10:24
路 18:24
林前 1:26
提前 6:9

19:26
创 18:14
伯 42:2
耶 32:17
路 1:37
路 18:27

19:27
申 33:9
可 4:20
路 5:11

19:28
路 22:30
林前
19:28
启 2:26

19:29
可 10:29
路 18:29

19:30
创 25:23
罗 9:12
太 11:11
太 20:8
太 20:16
可 10:31
路 13:30
约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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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跟从我。
Mat 19:22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
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
多。
Mat 19:23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
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Mat 19:24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
针的眼、比财主进 神的国还容
易呢。
Mat 19:25 门徒听见这话、就希奇得
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Mat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
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
Mat 19:27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
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
我们要得什么呢。
Mat 19:28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
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
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
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Mat 19:29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
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
古卷添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
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Mat 19:30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
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第二十章
Mat 20:1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

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
Mat 20:2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
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Mat 20:3 约在巳初出去、看见市上
还有闲站的人．
Mat 20:4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
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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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他们也进去了。
Mat 20:5 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Mat 20:6 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
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
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Mat 20:7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
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Mat 20:8 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
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Mat 20:9 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各
人得了一钱银子。
Mat 20:10 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
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
钱。
Mat 20:11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
说、
Mat 20:12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
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
和我们一样么。
Mat 20:13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
的、不是一钱银子么。
Mat 20:14 拿你的走罢．我给那后来
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Mat 20:15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
的意思用么．因为我作好人、你
就红了眼么。
Mat 20:16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
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

20:16
太 19:30
太 22:14
罗 9:27

20:17
太 16:21

20:19
太 16:21
太 17:23
可 10:34

20:21
可 10:37

20:22*
太 26:39

20:28
太 26:28

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Mat 20:17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

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
边、对他们说、
Mat 20:18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
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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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他们要定他死罪．
Mat 20:19 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
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
日他要复活。
Mat 20:20 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
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
稣、求他一件事。
Mat 20:21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
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
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
你左边。
Mat 20:22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么．他们说、我们能。
Mat 20:23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
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
预备的、就赐给谁。
Mat 20:24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
他们弟兄二人。
Mat 20:25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
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
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Mat 20:26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
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
你们的用人．
Mat 20:27 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
仆人．
Mat 20: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
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Mat 20:29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
极多的人跟随他、
Mat 20:30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
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
阿、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罢。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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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20:31 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

Mat 21:9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

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
阿、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罢。
Mat 20:32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
说、要我为你们作什么。
Mat 20:33 他们说、主阿、要我们的
眼睛能看见。
a
Mat 20:34 耶稣就动了怜悯 、把他
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从了耶稣。

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
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
20:34
路 18:43

21:1
可 11:1
路 19:29
*亚 14:4

21:5
亚 9:9

21:9

第二十一章

诗 118:25
-26
太 23:39

Mat 21:1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

21:12

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
Mat 21:2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
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
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
里来。
Mat 21:3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
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
让你们牵来。
Mat 21:4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
的话、说、
Mat 21:5‘要对锡安的居民〔原文
作女子〕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
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
是骑着驴驹子。’
Mat 21:6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
行、
Mat 21:7 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
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Mat 21:8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
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
上。

可 11:15
路 19:45
约 2:15
申 14:25

21:13
耶 7:11

21:16
诗 8:2

21:17*
太 26:6
路 24:50
约 12:1

21:18
可 11:12

21:19
可 11:13
*耶 24:8
何 9:10

21:20
耶 8:13

a Mat 20:34 动了... splagcnisqeiV"J 和合本译作动
了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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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
高在上和散那。
Mat 21:10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
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
Mat 21:11 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
勒的先知耶稣。
Mat 21:12 耶稣进了
神的殿、赶出
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
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
的凳子．
Mat 21:13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
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Mat 21:14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
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Mat 21:15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
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
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
孙．就甚恼怒、
Mat 21:16 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
你听见了么。耶稣说、是的．经
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
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
有念过么。
Mat 21:17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
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Mat 21:18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
了．
Mat 21:19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
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
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
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Mat 21:20 门徒看见了、便希奇说、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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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Mat 21:21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你们若有信实a、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Mat 21:22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Mat 21:23 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
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
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
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Mat 21:24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
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
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
些事。
Mat 21:25 约翰的洗礼是从那里来
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
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
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
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Mat 21:26 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
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
知。
Mat 21:27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
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Mat 21:28 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
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
今天到葡萄园里去作工。
Mat 21:29 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
自己懊悔就去了。
Mat 21:30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
说、他回答说、父阿、我去．他却
不去。

Mat 21:31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那
21:22
太 7:7
可 11:24

21:33
诗 80:9
歌 8:11
赛 5:1
耶 2:21
可 12:1
路 20:9

21:41
徒 13:46
罗9章
罗 10 章
罗 11 章

21:42
诗 118:
22-23
赛 28:16
可 12:10
徒 4:11
彼前 2:6

a Mat 21:21 你们若有信实 ejaVn e[chte pivstin 和合
本译作你们若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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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
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 神
的国。
Mat 21:32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
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
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
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Mat 21:33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
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
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
国去了。
Mat 21:34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
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Mat 21:35 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
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
个。
Mat 21:36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
们。
Mat 21:37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
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
我的儿子。
Mat 21:38 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
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
罢、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
Mat 21:39 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
园外、杀了。
Mat 21:40 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
治这些园户呢。
Mat 21:41 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
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
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Mat 21:42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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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
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
眼中看为希奇。’这经你们没有
念过么。
Mat 21:43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
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
果子的百姓。
Mat 21:44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
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
把谁砸得稀烂。
Mat 21:45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
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
说的。
Mat 21:46 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
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21:43

第二十二章

22:11

Mat 22:1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22:14

Mat 22:2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

太 20:16

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Mat 22:3 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
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
Mat 22:4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
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
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
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
席。
Mat 22:5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
到自己田里去．一个作买卖去．
Mat 22:6 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
们、把他们杀了。
Mat 22:7 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
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Mat 22:8 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
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Mat 22:9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
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

22:21

His Faith

Mat 22:10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

太 8:12

21:44
赛 8:14
耶 1:10
亚 12:3
伯 5:18

22:1
路 14:16

22:2
启 19:7

林后 5:3

太 17:25
罗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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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
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
Mat 22:11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
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Mat 22:12 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
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
言可答。
Mat 22:13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
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
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了。
Mat 22:14 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
人少。
Mat 22:15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
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Mat 22:16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
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
实实传 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
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Mat 22:17 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
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Mat 22:18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
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
探我．
Mat 22:19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Mat 22:20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
的。
Mat 22:21 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
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
撒、 神的物当归给 神。
Mat 22:22 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
走了。
Mat 22:23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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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Mat 22:24 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
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Mat 22:25 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
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
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
Mat 22:26 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
是如此。
Mat 22:27 末后、妇人也死了。
Mat 22:28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
是七个人中、那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Mat 22:29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 神
的大能。
Mat 22:30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
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Mat 22:31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
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
么。
Mat 22:32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神不是死人的 神、乃
是活人的 神。
Mat 22:33 众人听见这话、就希奇他
的教训。
Mat 22:34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
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
Mat 22:35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Mat 22:36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那
一条是最大的呢。
Mat 22:37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
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
Mat 22:38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三章

22:32
出 3:15

22:37
申 22:37
可 12:30

22:39
利 19:18
太 19:19
可 12:31
可 12:33
罗 13:9
加 5:14
雅 2:8

22:40
提前 1:5

22:44
诗 110:1

22:45
约 1:15
约 8:58

23:3
罗 2:21

23:5
太 6:1

最大的。
Mat 22: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
如己。
Mat 22:40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
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Mat 22:41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
稣问他们说、
Mat 22:42 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
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
说、是大卫的子孙。
Mat 22:43 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
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
Mat 22:44‘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
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
的脚下。’
Mat 22:45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
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Mat 22:46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
再问他什么。

第二十三章
Mat 23:1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

讲论、
Mat 23:2 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
摩西的位上．
Mat 23:3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
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
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
行。
Mat 23:4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
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
头也不肯动。
Mat 23:5 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
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
做宽了、衣裳的繸子做长了．
Mat 23:6 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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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高位．
Mat 23:7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
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
子〕
Mat 23:8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

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
子．你们都是弟兄。
Mat 23:9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
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Mat 23:10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
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
基督。
Mat 23:11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
作你们的用人。
Mat 23:12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
的必升为高。
Mat 23:13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
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
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
不容他们进去。〔有古卷在此有
Mat 23:14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
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
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
Mat 23:15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
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
比你们还加倍。
Mat 23:16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
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
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
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Mat 23:17 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哪、
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
His Faith

23:8
雅 3:1

23:12
伯 22:29
箴 15:33
路 14:11
雅 4:6

23:13
路 11:52

23:14
可 12:40
路 20:47
提后 3:6
多 1:11

23:15*
徒 2:10
徒 6:5
徒 13:43

23:16
太 15:14

23:17
伯 38:2

23:23
路 11:42
撒上
15:22

23:25
可 7:4
路 11:39

23:27
路 11:44
徒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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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成圣的殿呢。
Mat 23:18 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
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
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Mat 23:19 你们这瞎眼的人哪、什么
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
成圣的坛呢。
Mat 23:20 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
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Mat 23:21 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
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
Mat 23:22 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
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Mat 23:23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
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
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
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
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
可不行的。
Mat 23:24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
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
去。
Mat 23:25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
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
索和放荡。
Mat 23:26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
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
净了。
Mat 23:27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
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
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
污秽。
Mat 23:28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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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
假善和不法的事。
Mat 23:29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
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
说、
Mat 23:30 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
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
血。
Mat 23:31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
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
Mat 23:32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
恶贯罢。
*
Mat 23:33 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
种阿、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Mat 23: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
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
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
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
逼到那城．
Mat 23:35 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
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
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
的比利家a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
为止。
Mat 23:36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
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
Mat 23:37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
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
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
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
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
你们不愿意。
Mat 23:38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

23:33*
创 3:15
太 3:7

23:35
启 18:24

23:37
路 13:34
申 32:11
诗 17:8
诗 91:4

23:39
太 21:9

24:2
王上 9:7
耶 26:18
弥 3:12
路 19:44

24:4-5
可 13:22

24:7*
摩 8:11

24:8
诗 48:6
何 13:13
启 12:2

第二十四章
Mat 24:1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

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
看。
Mat 24:2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
看见这殿宇么．我实在告诉你
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Mat 24:3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
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
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
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Mat 24:4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Mat 24:5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
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
惑许多人。
Mat 24:6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
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
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
到。
Mat 24:7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Mat 24:8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
原文作生产之难〕
Mat 24:9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

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
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Mat 24:10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Mat 24: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

a Mat 23:35 比利家 Baracivou 和合本译作巴拉
加. 参看七十译本 Zec 1:1,7 Baraciou 和合本
译作比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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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留给你们。
Mat 23:39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
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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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多人。
Mat 24: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
人的爱、才渐渐冷淡了。
Mat 24: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
救。
Mat 24:14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
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
来到。
Mat 24:15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
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
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
Mat 24:16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
到山上．
*
Mat 24:17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拿
家里的东西．
Mat 24:18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
衣裳。
Mat 24:19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
孩子的有祸了。
Mat 24:20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
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
息日．
Mat 24:21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
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Mat 24:22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
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
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Mat 24:23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
里．你们不要信。
Mat 24:24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
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
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Mat 24:25 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
了。
His Faith

Mat 24:26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
24:15
但 9:27

24:16
创 19:15

24:17*
太 10:27
诗 102:7
耶 6:17

24:19
耶 45:5
可 13:17
路 21:23

24:21
但 9:26
珥 2:2

24:22
亚 14:2

24:24
申 13:1
帖后 2:9
启 13:13
*约 6:37
约 10:28
罗 8:28

24:27
路 17:24

24:28*
启 18:2
利 11:13

24:29
赛 13:10
珥 2:31
亚 14:6
可 13:24
启 6:12

24:30
启 1:7

24:31
林前
15:52
帖前 4:16
启 11:15

24:32
路 21:29
耶 24:2

24:33
雅 5:9

24:35
诗 102:26
赛 51:6

24:36
可 13:32
徒 1:7
帖前 5:2
亚 14:7

24:38

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
们不要信。
Mat 24:27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
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
Mat 24:28 尸首在那里、鹰 也必聚
在那里。
Mat 24:29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
动。
Mat 24:30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
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
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
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Mat 24:31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
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
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
来。〔方原文作风〕
Mat 24:32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
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
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Mat 24:33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
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
口了。
Mat 24:34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
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Mat 24:35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
能废去。
Mat 24:36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
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
〔有古卷无子也不知道此句〕

创 6:1-5
Mat 24:37
路 17:26
彼前 3:20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
临也要怎样。
Mat 24:38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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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
那日．
Mat 24:39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
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
样。
Mat 24:40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
去一个、撇下一个。
Mat 24:41 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
个、撇下一个。
Mat 24:42 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不
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
Mat 24:43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
来、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
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Mat 24:44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
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
了。
a
Mat 24:45 谁是信实 有见识的仆
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
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Mat 24:46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
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Mat 24:47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
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Mat 24:48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
主人必来得迟、
Mat 24:49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
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Mat 24:50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
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Mat 24:51 重重的处治他、〔或作把他
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
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24:40
路 17:34

24:44
帖前 5:6

25:1
弗 5:23
启 19:7
启 21:2

25:6
太 24:31

25:7
路 12:35

25:8*
出 30:30
诗 133:2
约一 2:27

25:10
路 12:36

25:11
太 7:21

25:12
太 7:23
诗 5:4
哈 1:13

25:13
可 13:33

25:14
太 21:33
路 19:12

第二十五章
Mat 25:1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Mat 25:2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
个是聪明的。
Mat 25:3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
油．
Mat 25:4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
在器皿里。
Mat 25:5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
打盹睡着了。
Mat 25:6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
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Mat 25:7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
灯。
Mat 25:8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
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
灭了。
Mat 25:9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
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
的那里去买罢。
Mat 25:10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
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
席．门就关了。
Mat 25:11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
了、说、主阿、主阿、给我们开
门。
Mat 25:12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Mat 25:13 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那
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Mat 25:14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
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
家业交给他们．
Mat 25:15 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
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
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
去了。

a Mat 24:45 信实 pistoV" 和合本译作忠心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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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25:16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

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Mat 25:17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
了二千。
Mat 25:18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
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Mat 25:19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
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Mat 25:20 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
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阿、你
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
了五千。
Mat 25:21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
又信实的a仆人．你在不多的事
上有信实、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乐。
Mat 25:22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
阿、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
Mat 25:23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
又信实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信实、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乐。
Mat 25:24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
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
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敛．
Mat 25: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
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
银子在这里。
Mat 25:26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
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
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

敛．
Mat 25:27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
25:29
太 13:12

25:31
亚 14:5
太 26:64
启 1:7

25:32
太 13:49

25:34
罗 8:17
彼前 1:4
启 21:7

25:35
赛 58:7
结 18:7
雅 1:27
来 13:2
约三 1:5

a Mat 25:21 信实的 pistev,和合本译作忠心的,下
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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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
以连本带利收回。
Mat 25:28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
一万的。
Mat 25:29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
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
有的、也要夺过来。
Mat 25:30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
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了。
Mat 25: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
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
耀的宝座上．
Mat 25: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
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Mat 25:33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
在左边。
Mat 25:34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Mat 25: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
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
旅、你们留我住．
Mat 25:36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
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
监里、你们来看我。
Mat 25:37 义人就回答说、主阿、我
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
了给你喝．
Mat 25:38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
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Mat 25:39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
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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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25: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
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
我身上了。
Mat 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
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
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永火里去。
Mat 25:42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
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Mat 25:43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
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
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
来看顾我。
Mat 25:44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阿、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
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
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Mat 25:45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
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
作在我身上了。
Mat 25: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
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第二十六章

25:40
太 10:42

25:41
诗 6:8
太 7:23
路 13:25
彼后 2:4
犹 1:6

25:45
箴 17:5
徒 9:5

25:46
但 12:2
约 5:29
罗 2:7

26:2
可 14:1
路 22:1
约 13:1

26:6*
太 21:17

26:11
约 12:7

26:15
亚 11:12
太 27:3
何 3:2

26:17
出 12:18

Mat 26:1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Mat 26:2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
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
字架上。
Mat 26:3 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
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
院里。
Mat 26:4 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
耶稣杀他．
Mat 26:5 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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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民间生乱。
*
Mat 26:6 耶稣在伯大尼 长大痲疯
的西门家里、
Mat 26:7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
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
候、浇在他的头上。
Mat 26:8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Mat 26:9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赒
济穷人。
Mat 26:10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
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他在
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Mat 26:11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
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Mat 26:12 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作的。
Mat 26:13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
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记
念。
Mat 26:14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
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
长、说、
Mat 26:15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
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
十块钱。
Mat 26:16 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Mat 26:17 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
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
要我们在那里给你预备。
Mat 26:18 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
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
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
家里守逾越节。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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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26:19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

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Mat 26:20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
门徒坐席。
Mat 26:21 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
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
人要卖我了。
Mat 26:22 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
的问他说、主、是我么。
Mat 26:23 耶稣回答说、同我蘸手在
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
Mat 26:24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
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
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Mat 26:25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
比、是我么。耶稣说、你说的是。
Mat 26:26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
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
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
体。
Mat 26:27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
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Mat 26:28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
多人因罪已蒙赦免而流出来
的a。
Mat 26:29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
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
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
日子。
Mat 26:30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
榄山去。
Mat 26:31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

26:20
可 14:17
路 22:14
约 13:21

26:26
可 14:22
路 22:19
林前
11:23
林前
10:16

26:28
出 24:8
利 17:11
耶 31:31
来 9:22

26:31
亚 13:7
可 14:27
约 16:32

26:32
太 28:7
可 14:28

26:34
太 26:75
路 22:61

26:36
可 14:32
路 22:39
约 18:1

26:39
可 14:36
路 22:42
来 5:7
约 12:27
太 20:22
约 5:30
腓 2:8

26:41
可 14:38
路 22:40
弗 6:18

a Mat 26:28 为多人因罪已蒙赦免而流出来的 toV
periV pollw'n ejkcunnovmenon eij" a[fesin aJmartiw'n. 或译作为多人流出来、作罪已得赦免的证
据. 参看 eij" 在Luk 5:14, Act 10:4, Mak 1:4, Luk
3:3, Act 2:38 里的用法. 和合本译作为多人流出
来、使罪得赦.

His Faith

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
人、羊就分散了。’
Mat 26:32 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
以先往加利利去。
Mat 26:33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
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Mat 26:34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
我。
Mat 26:35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
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
都是这样说、
Mat 26:36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
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
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
去祷告。
Mat 26:37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
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b
Mat 26:38 便对他们说、我魂里 甚
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
等候、和我一同儆醒。
Mat 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
地、祷告说、我父阿、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
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Mat 26:40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
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
们不能同我儆醒片时么。
Mat 26:41 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
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
却软弱了。
Mat 26:42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
阿、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
b Mat 26:38 魂里 hJ yuchv 和合本译作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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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
Mat 26:43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
他们的眼睛困倦。
Mat 26:44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
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
样。
Mat 26:45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
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
罢。〔罢或作么〕时候到了、人子
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Mat 26:46 起来、我们走罢．看哪、卖
我的人近了。
Mat 26:47 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
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
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那里、与他同来。
Mat 26:48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
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
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Mat 26:49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
Mat 26:50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
要作的事、就作罢。于是那些人
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Mat 26:51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
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
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Mat 26:52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
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Mat 26:53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
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么。
Mat 26:54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
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Mat 26:55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
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
强盗么．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六章

26:49
撒下 20:9

26:50
诗 41:9
诗 55:13

26:51
约 18:10

26:53
王下 6:17

26:56
哀 4:20
亚 13:7

26:58
约 18:15

26:60
诗 27:12
申 19:15
可 14:55

26:61
太 27:40
约 2:19

26:63
太 14:33
可 1:1

26:64
但 7:13
太 16:27
路 21:27
帖前 4:16
启 1:7

26:65
王下
18:37

人、你们并没有拿我。
Mat 26:56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
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
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Mat 26:57 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
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
老、已经在那里聚会。
Mat 26:58 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直
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
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
样。
Mat 26:59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
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
Mat 26:60 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
总得不着实据。末后有两个人前
来说、
Mat 26:61 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
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Mat 26:62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
说、你什么都不回答么．这些人
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Mat 26:63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
他说、我指着永生 神、叫你起
誓告诉我们、你是 神的儿子基
督不是。
Mat 26:64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
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Mat 26:65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
说了亵渎的话a、我们何必再用
见证人呢。这亵渎的话b、现在你
们都听见了。
a Mat 26:65 他说了亵渎的话 ejblasfhvmhsen: 和
合本译作他说了僭妄的话
b Mat 26:65 这亵渎的话 thVn blasfhmivan 和合本
译作这僭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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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26:66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

答说、他是该死的。
Mat 26:67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
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
的、说、
Mat 26:68 基督阿、你是先知、告诉
我们打你的是谁。
Mat 26:69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
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
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Mat 26:70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
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
么。
Mat 26:71 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
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
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
一伙的。
Mat 26:72 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
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Mat 26:73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
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
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
来了。
Mat 26:74 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
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
Mat 26:75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
就出去痛哭。

26:66
利 24:16
约 19:7

27:1
诗 2:2
太 12:14
可 15:1

27:3
太 26:15
太 26:24
约 17:12

27:9
亚 11:13

27:14
赛 53:7

第二十七章
Mat 27:1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

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
稣。
Mat 27:2 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
彼拉多。
Mat 27:3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
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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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
长老说、
Mat 27:4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
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
么相干．你自己承当罢。
Mat 27:5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
里、出去吊死了。
Mat 27:6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
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
Mat 27:7 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
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
人。
Mat 27:8 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
叫作血田。
Mat 27:9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
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
列人中所估定的、
Mat 27:10 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
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Mat 27:11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
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么。耶
稣说、你说的是。
Mat 27:12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
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Mat 27:13 彼拉多就对他说、他们作
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
听见么。
Mat 27:14 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
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希奇。
Mat 27:15 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
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
囚犯给他们。
Mat 27:16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叫巴拉巴。
Mat 27:17 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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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那一
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
基督的耶稣呢。
Mat 27:18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
嫉妒*才把他解了来。
Mat 27:19 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
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
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
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Mat 27:20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
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
Mat 27:21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
人、你们要我释放那一个给你们
呢。他们说、巴拉巴。
Mat 27:22 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
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
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Mat 27:23 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
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
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Mat 27:24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
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
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
我、你们承当罢。
Mat 27:25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
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Mat 27:26 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
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
钉十字架。
Mat 27:27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
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
里。
Mat 27:28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
一件朱红色袍子．
Mat 27:29 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
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七章

27:18
可 15:10
*徒 7:9
徒 13:45
罗 1:29

27:19
创 20:3
伯 33:15

27:24
申 21:6

27:33
可 15:22
路 23:33
约 19:17

27:35
诗 22:18
可 15:24
路 23:34
约 19:24

27:38
赛 53:12

27:40
太 26:61
约 2:19

27:43
诗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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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
犹太人的王阿。
Mat 27:30 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
子打他的头。
Mat 27:31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
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
出去、要钉十字架。
Mat 27:32 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
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
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Mat 27:3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
他、意思就是髑髅地．
Mat 27:34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
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
Mat 27:35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
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Mat 27:36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Mat 27:37 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
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
太人的王耶稣。
Mat 27:38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
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
左边。
Mat 27:39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
他、摇着头说、
Mat 27:40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
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罢．你如
果是 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
下来罢。
Mat 27:41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
是这样戏弄他、说、
Mat 27:42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
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
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Mat 27:43 他倚靠
神、 神若喜悦
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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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是 神的儿子。
Mat 27:44 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
这样的讥诮他。
Mat 27:45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
暗了。
Mat 27:46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
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
尼．就是说、我的 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
Mat 27:47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
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
Mat 27:48 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
去、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苇子
上、送给他喝。
Mat 27:49 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
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Mat 27:50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
了。
Mat 27:51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
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
崩裂．
Mat 27:52 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
身体、多有起来的。
Mat 27:53 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
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
人显现。
Mat 27:54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
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
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
神的儿子了。
Mat 27:55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
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
稣来服事他的．
Mat 27:56 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
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
His Faith

Mat 27:57 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

27:45
可 15:33
路 23:44
启 6:12

27:46
来 5:7
诗 22:1

27:48
诗 69:21
可 15:36
路 23:36
约 19:29

27:51
出 26:31
代下 3:14

27:53
启 20:4

27:55
路 8:2-3

27:57
可 15:42

27:60
赛 53:9

27:63
太 16:21
太 17:23
太 20:19
可 8:31
路 9:22
约 2:19

28:1
可 16:2
路 24:1
约 20:1

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
也是耶稣的门徒。
Mat 27:58 这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
的身体．彼拉多就吩咐给他。
Mat 27:59 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
麻布裹好、
Mat 27:60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
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Mat 27:61 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
个马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
着。
Mat 27:62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
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
见彼拉多、说、
Mat 27:63 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
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
后我要复活。
Mat 27:64 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
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
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
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利害
了。
Mat 27:65 彼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
兵．去罢、尽你们所能的、把守
妥当。
Mat 27:66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
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
当。

第二十八章
Mat 28:1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

日、天快亮的时候a、抹大拉的马
a Mat 28:1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
时候 jOyeV deV sabbavtwn, th'/ ejpifwskouvsh/ e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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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
墓。
28:3
Mat 28:2 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
但 10:6
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
28:6
太 12:40
开、坐在上面。
Mat 28:3 他的像貌如同闪电、衣服 28:7
太 26:32
洁白如雪。
Mat 28:4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 28:18
太 11:27
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
28:19
Mat 28:5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 徒 1:5
*出 3:15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
28:20
的耶稣。
约 14:26
Mat 28:6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 约一 2:27
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
地方。
Mat 28:7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
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
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
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Mat 28:8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
报给他的门徒。
Mat 28:9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
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
脚拜他。
Mat 28:10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
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
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Mat 28:11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
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
事、都报给祭司长。
Mat 28:12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
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
Mat 28:13 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
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
mivan sabbavtwn 或作安息日将尽、头一个安息
日、天快亮的时候

马太福音 (太) Mat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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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Mat 28:14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有

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
Mat 28:15 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
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
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Mat 28:16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Mat 28:17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
而还有人疑惑a。
Mat 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
Mat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
他们施洗b:〔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
父子圣灵的名〕
Mat 28: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

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 Mat 28:17 他们... kaiV ijdovnte" aujtoVn prosekun
v hsan, oiJ deV ejdivstasan. 或作他们见了耶稣就
拜他．然而他们还是疑惑
b Mat 28:19 奉父子... baptivzonte" aujtouV" eij"
toV o[noma tou' patroV" kaiV tou' uiJou' kaiV tou'
aJgivou pneuvmato", 或作用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
施洗 eij" 或可译作进入如同罗 1:5, 1:17eij"
的翻法: 给他们施洗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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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去。

(可) Mak

Mak 1:13 他在旷野四十天

第一章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 1:1
太 14:33
路 4:41
音的起头、
徒 8:37
Mak 1:2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
说、〔有古卷无以赛亚三字〕‘看 1:3
赛 40:3
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
1:4
太 3:1
面、预备道路．
路 3:2-3
Mak 1:3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
约 1:28
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5
Mak 1:4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 太 3:5-6
路 3:7
施洗、传因罪已蒙赦免而悔改的
1:6
洗礼a。
太 3:4
Mak 1:5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
1:8
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 太 3:11
路 3:16
们的罪、在约但河里受他的洗。 约 1:33
徒 1:5
Mak 1:6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
1:9
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太 3:15
Mak 1:7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
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 1:10
太 3:16
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约 1:32
Mak 1:8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
1:11
诗 2:7
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太 3:17
可 9:7
Mak 1:9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
撒勒来、在约但河里受了约翰的 1:12
太 4:1
洗。
路 4:1
Mak 1:10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
1:13*
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 出 24:18
他身上。
1:14
太 4:12
Mak 1:11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 路 3:20
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1:17
Mak 1:12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 太 4:19
Mak 1:1

耶 16:16

a Mak 1:4 传因... khruvsswn bavptisma metanoiva"
eij" a[fesin aJmartiw'n. 和合本译作传悔改的洗
礼、使罪得赦 或译作传悔改的洗礼、作罪已得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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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撒但
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
有天使来伺候他。
Mak 1:14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
加利利、宣传 神的福音、
Mak 1:15 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
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Mak 1:16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
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
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
鱼的。
Mak 1:17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
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
样。
Mak 1:18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
了他。
Mak 1:19 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
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
翰、在船上补网。
Mak 1:20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
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
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Mak 1:21 到了迦百农、耶稣就在安
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Mak 1:22 众人很希奇他的教训．因
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
人、不像文士。
Mak 1:23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
鬼附着．他喊叫说、
Mak 1:24 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
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我
知道你是谁、乃是 神的圣者。
Mak 1:25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
声、从这人身上出来罢。
赦免的证据 参看 eij" 在Mat 26:28, Mak 1:44,
Luk 5:14, Act 10:4, Luk 3:3, Act 2:38 里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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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1:26 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疯、

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1:27
Mak 1:27 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
太 8:27
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
1:29-31
阿．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 太 8:1415, 路 4:
也听从了他。
38-39
Mak 1:28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 1:32
太 8:16
利利的四方。
路 4:40
Mak 1:29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
1:34
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得烈的 雅 2:19
家。
1:35
路 5:16
Mak 1:30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
1:38
着．就有人告诉耶稣。
林前 1:17
Mak 1:31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扶
1:40
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事他 太 8:2
们。
1:41
Mak 1:32 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 太 8:3
路 5:13
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 *太 18:27
到耶稣跟前。
Mak 1:33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Mak 1:34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
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
话、因为鬼认识他。
Mak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
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Mak 1:36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Mak 1:37 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
找你。
Mak 1:38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
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
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
出来的。
Mak 1:39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
会堂、传道赶鬼。
Mak 1:40 有一个长大痲疯的、来求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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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
能叫我洁净了。
*
Mak 1:41 耶稣动了怜悯 、就伸手摸
他、说、我肯、你洁净了罢。
Mak 1:42 大痲疯即时离开他、他就
洁净了。
Mak 1:43 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
发他走、
Mak 1:44 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
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
给祭司察看、又因为你洁净了、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
作证据。
Mak 1:45 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
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
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
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就了
他来。

第二章
Mak 2:1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

迦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Mak 2:2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
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
讲道。
Mak 2:3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
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Mak 2:4 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
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
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
子都缒下来。
a
Mak 2:5 耶稣见他们的信实 、就对
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Mak 2:6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
里议论说、
a Mak 2:5 他们的信实 thVn pivstin aujtw'n 和合本
译作他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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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2:7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僭妄的话了．除了 神以
外、谁能赦罪呢。
a
b* 2:8*
Mak 2:8 耶稣在他灵里 立刻知道
太 9:4
他们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c、你 路 5:22
约 6:15
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2:20
Mak 2:9 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何 3:3
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 2:22
太 9:17
那一样容易呢。
Mak 2:10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 2:23
太 12:1
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 路 6:1
Mak 2:11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 2:26
撒上 21:6
子回家去罢。
Mak 2:12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
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
人都惊奇、归荣耀与 神说、我
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Mak 2:13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
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
Mak 2:14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
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
来跟从了耶稣。
Mak 2:15 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
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
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
多、他们也跟随了耶稣d。
Mak 2:16 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有
古卷作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
a Mak 2:8 在他灵里 tw'/ pneuvmati aujtou' 和合本
译作心中
b Mak 2:8 立刻知道 eujquV" ejpignouV" 和合本译作
知道
c Mak 2:8 他们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 o{ti ou{tw"
dialogivzontai ejn eJautoi'" levgei aujtoi'": 和合
本译作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
d Mak 2:15 因为... h\san gaVr polloiV kaiV
hjkolouvqoun aujtw'/. 和合本译作因为这样的人
多、他们也跟随耶稣

His Faith

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
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
喝么。
Mak 2:17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
健康的人e用不着医生、有病的
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
人、乃是召罪人。
Mak 2:18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
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
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
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
什么呢。
Mak 2:19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
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
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
能禁食。
Mak 2:20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
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
Mak 2:21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
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
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Mak 2:22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
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
皮袋就都坏了．惟把新酒装在新
皮袋里。
Mak 2:23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
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
穗。
Mak 2:24 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
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作不可
作的事呢．
Mak 2:25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
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么。
Mak 2:26 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
e Mak 2:17 健康的人 oiJ ijscuvonte" 和合本译作
康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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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怎么进了 神的殿、吃了
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
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
Mak 2:27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
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
的．
Mak 2:28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
主。

第三章
Mak 3:1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

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Mak 3:2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
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
稣。
Mak 3:3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
说、起来、站在当中。
Mak 3:4 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
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
的呢．他们都不作声。
Mak 3:5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
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
了原。
Mak 3:6 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
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
稣。
Mak 3:7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Mak 3:8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作的
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
土买、约但河外、并推罗西顿的
四方、来到他那里。
Mak 3:9 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
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
挤他。
Mak 3:10 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三章

2:28
太 12:8
路 6:5

3:6
太 12:14

3:13
太 5:1
太 10:1
路 6:12

3:20
可 6:31
约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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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Mak 3:11 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
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
神的儿子。
Mak 3:12 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
要把他显露出来。
Mak 3:13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
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Mak 3:14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
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
传道、
Mak 3:15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Mak 3:16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
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Mak 3:17 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
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
思．
Mak 3:18 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
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
子雅各、和达太、并奋锐党的西
门。
Mak 3:19 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
大。
Mak 3:20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
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
吃。
Mak 3:21 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
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
了。
Mak 3:22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
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Mak 3:23 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
他们说、撒但怎能赶出撒但呢。
Mak 3:24 若一国自相分争、那国就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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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不住。
说、
Mak 3:25 若一家自相分争、那家就
Mak 4:3 你们听阿．有一个撒种的．
站立不住。
出去撒种。
3:27
Mak 3:26 若撒但自相攻打分争、他
Mak 4:4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
赛 49:25
太 12:29 飞鸟来吃尽了
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
。
路 11:21
Mak 3:27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
Mak 4:5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3:29
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 太 12:31 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路 12:10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Mak 4:6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
4:11
Mak 3:28 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
根、就枯干了。
太 13:11
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
Mak 4:7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
4:12
得赦免．
起来、把他挤住了、就不结实。
赛 6:9
太 13:14
Mak 3:29 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 结 12:2
Mak 4:8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
路 8:10
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
约 12:40
Mak 3:30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 徒 28:26 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罗 11:8
被污灵a附着的。
林后 3:14- Mak 4:9 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15
Mak 3:31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听。
4:15*
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Mak 4:10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
心里:或作
里面 eij" 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
Mak 3:32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
aujtouv".
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
的意思。
4:17*
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 心里:或作 Mak 4:11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
里面 ejn
Mak 3:33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 eJautoi'" 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
亲、谁是我的弟兄。
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Mak 3:34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
Mak 4:12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
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
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
兄。
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Mak 3:35 凡遵行
神旨意的人、就
Mak 4:13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
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这比喻么．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
比喻呢。
第四章
Mak 4:14 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
Mak 4:1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
道。
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
Mak 4:15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
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
了道、撒但立刻来、把撒在他心
海站在岸上。
里*的道夺了去。
Mak 4:2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
Mak 4:16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
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
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
*
Mak 4:17 但他心里 没有根、不过是
a Mak 3:30 污灵 pneu'ma ajkavqarton 和合本译作
污鬼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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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
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Mak 4:18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
是人听了道．
Mak 4:19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
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
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Mak 4:20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
听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
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
的。
Mak 4:21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
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
下、不放在灯台上么。
Mak 4:22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
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
来的。
Mak 4:23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Mak 4:24 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
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
给你们。
Mak 4:25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
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Mak 4:26 又说、
神的国、如同人
把种撒在地上、
Mak 4:27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
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
何这样。
Mak 4:28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
饱满的子粒。
Mak 4:29 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
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Mak 4:30 又说、
神的国、我们可
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

明呢。
Mak 4:31 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
4:24

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
小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
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
4:25
太 13:12 他的荫下
。
4:30
Mak 4:33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太 13:31
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
4:37-38
太 8:24-25 Mak 4:34 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
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
4:39
诗 107: 29 道讲给门徒听
。
太 8:26
Mak 4:35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
路 8:24
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罢。
5:1
太 8:28
Mak 4:36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
路 8:26
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
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Mak 4:37 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
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
Mak 4:38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
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
我们丧命、你不顾么。
Mak 4:39 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
说、住了罢、静了罢．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Mak 4:40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
怯．你们还没有信实a么。
Mak 4:41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
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
从他了。
太 7:2
*:留心或
、
作留意,原
文作看,领 Mak 4:32
会,明白:
blevpete

第五章
Mak 5:1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

人的地方。
Mak 5:2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
a Mak 4:40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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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
着他。
Mak 5:3 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
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
能．
Mak 5:4 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
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
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
伏他。
Mak 5:5 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
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Mak 5:6 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
过去拜他．
Mak 5:7 大声呼叫说、至高
神的
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 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
苦。
Mak 5:8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
灵a阿、从这人身上出来罢。
Mak 5:9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我名叫群b、因为我们多
的缘故。
Mak 5:10 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
他们离开那地方。
Mak 5:11 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
猪吃食。
Mak 5:12 就央求他说、你打发我们
往猪群里附着猪去。c
d
Mak 5:13 耶稣准了他们．污灵 就出

5:9
群:营
太 26:53

5:22
太 9:18
路 8:41

a Mak 5:8 污灵 toV pneu'ma toV ajkavqarton 和合本
译作污鬼
b Mak 5:9 群 legiwVn 原文作营,军队一营约有六
千人
c Mak 5:12 就央求他说... kaiV parekavlesan aujtoVn levgonte": pevmyon hJma'" eij" touV" coivrou",
i{na eij" aujtouV" eijsevlqwmen. 和合本译作鬼就
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
d Mak 5:13 污灵 taV pneuvmata taV ajkavqarta 和
合本译作污鬼

His Faith

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
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
的数目、约有二千。
Mak 5:14 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
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
是什么事。
Mak 5:15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
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
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神
志清醒e．他们就害怕。
Mak 5:16 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
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
告诉了众人。
Mak 5:17 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
的境界。
Mak 5:18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
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
在。
Mak 5:19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
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
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
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Mak 5:20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
利、传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
事、众人就都希奇。
Mak 5:21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
在海边上。
Mak 5:22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
睚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
前、
Mak 5:23 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
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
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
Mak 5:24 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
e Mak 5:15 神志清醒 swfronou'nta, 和合本译作
心里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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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随拥挤他。
Mak 5:25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
的血漏、
5:25
Mak 5:26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
太 9:20
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 路 8:43
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 6:3
太 13:55
Mak 5:27 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
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
衣裳．
Mak 5:28 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
裳、就必痊愈。
Mak 5:29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
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
了。
a
Mak 5:30 耶稣自己顿时觉得 有能
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
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Mak 5:31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
挤你、还说谁摸我么。
Mak 5:32 耶稣周围观看、要见作这
事的女人。
Mak 5: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
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
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
Mak 5:34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
信实救了你b、平平安安的回去
罢．你的灾病痊愈了。
Mak 5:35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
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
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Mak 5:36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
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Mak 5:37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

第六章
Mak 6:1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

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
Mak 6:2 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
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希奇、
说、这人从那里有这些事呢、所
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作
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Mak 6:3 这不是那木匠么．不是马
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
的长兄么．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
们这里么．他们就厌弃他。〔厌弃
他原文作因他跌倒〕

a Mak 5:30 耶稣... eujquV" oJ jIhsou'" ejpignouV" ejn
eJautw'/ 和合本译作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b Mak 5:34 你的信实救了你 hJ pivsti" sou
sevswkevn se: 和合本译作你的信救了你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六章

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
跟随他。
Mak 5:38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
的哭泣哀号。
Mak 5:39 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
了、是睡着了。
Mak 5:40 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
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
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
地方．
Mak 5:41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
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就是
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Mak 5:42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
就大大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
了。
Mak 5:43 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
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
西吃。

Mak 6:4 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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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尊敬的。
Mak 6:5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
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
上、治好他们。
Mak 6:6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
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Mak 6:7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
给他们权柄、制伏污灵a．
Mak 6:8 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
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
也不要带钱、除了柺杖以外、什
么都不要带．
Mak 6:9 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
褂子。
Mak 6:10 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
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
里、直到离开那地方。
Mak 6:11 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
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
他们作见证。
Mak 6:12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
改。
Mak 6:13 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
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Mak 6:14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
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
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
他里面发出来。
Mak 6:15 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
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
一位。
Mak 6:16 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
斩的约翰、他复活了。

Mak 6:17 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

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
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
娶了那妇人。
6:5-6
Mak 6:18 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
太 13:58
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b。
6:8-9
路 9:3
Mak 6:19 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
太 10:9-10
杀他．只是不能．
6:11
Mak 6:20 希律敬畏约翰、因为知道
太 10:14
他是公义圣洁的人、就保护他．
6:14
太 14:1
希律常听他讲论、心里就有许多
的挣扎不知该如何行．然而还是
6:20
路 9:7
乐意听他讲论。c
Mak 6:21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
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
千夫长、并加利利作首领的。
Mak 6:22 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
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
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
我必给你。
Mak 6:23 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
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
必给你。
Mak 6:24 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
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
洗约翰的头。
Mak 6:25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
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
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Mak 6:26 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
b Mak 6:18 是不合法的 oujk e[xestivn 和合本译作
是不合理的
c Mak 6:20 希律... oJ gaVr JHrwv/dh" ejfobei'to toVn
Ij wavnnhn, eijdwV" aujtoVn a[ndra divkaion kaiV
a{gion, kaiV sunethvrei aujtovn, kaiV ajkouvsa" auj tou' pollaV hjpovrei, kaiV hJdevw" aujtou' h[kouen.
和合本译作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
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
且乐意听他。〔多照着行有古卷作游移不定〕
参看: 路 9:7

a Mak 6:7 污灵 tw'n pneumavtwn tw'n ajkaqavrtwn,
和合本译作污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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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
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
辞。
Mak 6:40 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
6:31
Mak 6:27 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
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可 3:20
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
Mak 6:41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
6:34
太 9:36
里斩了约翰、
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
Mak 6:28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 6:38
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
太 14:17
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
鱼分给众人。
王下 4:4244
Mak 6:29 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
Mak 6:42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路 9:13
约
6:9
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
Mak 6:43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
Mak 6:30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 6:48
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太 14:24
一切所作的事、所传的道、全告 约 6:19 Mak 6:44 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
诉他。
Mak 6:45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
Mak 6:31 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
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
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
散开。
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
Mak 6:46 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
有工夫。
上去祷告。
Mak 6:32 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
Mak 6:47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
野地方去。
稣独自在岸上．
Mak 6:33 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
Mak 6:48 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
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
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
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
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
Mak 6:34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
要走过他们去．
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
Mak 6:49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
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
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他们许多道理。
Mak 6:50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
Mak 6:35 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
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
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
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Mak 6:36 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
Mak 6:51 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
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
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
Mak 6:37 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
Mak 6:52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
吃罢．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
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么。
Mak 6:53 既渡过去、来到革尼撒勒
Mak 6:38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
地方、就靠了岸。
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
Mak 6:54 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
说、五个饼、两条鱼。
稣．
Mak 6:39 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
Mak 6:55 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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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
子抬到那里。
Mak 6:56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
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
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
们摸他的衣裳繸子．凡摸着的人
就都好了。

第七章

7:4
太 23:25

7:5
太 15:2

7:6
赛 29:13

7:10
出 20:12
出 21:17

Mak 7:1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 7:21-23

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
集。
Mak 7:2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
吃饭。
Mak 7:3（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
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
细洗手、就不吃饭．
Mak 7:4 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
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
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
等物。）
Mak 7:5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
传、用俗手吃饭呢。
Mak 7:6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
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
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
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Mak 7:7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
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
然。’
Mak 7:8 你们是离弃 神的诫命、
拘守人的遗传。
Mak 7:9 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
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Mak 7:10 摩西说、‘当孝敬父
His Faith

耶 17:9
太 15:19

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
治死他。’
Mak 7:11 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
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
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献的意
思）
Mak 7:12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
父母．
Mak 7:13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
了 神的道．你们还作许多这样
的事。
Mak 7:14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
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
白．
Mak 7:15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
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
秽人。〔有古卷在此有
Mak 7:16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Mak 7:17 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
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Mak 7:18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
这样不明白么．岂不晓得凡从外
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Mak 7:19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
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
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
的。
Mak 7:20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秽人．
Mak 7:21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
里、发出恶念、苟合、
Mak 7:22 偷盗、凶杀、奸淫、贪婪、
邪恶、诡诈、淫荡、嫉妒、亵渎a、
骄傲、狂妄．
Mak 7:23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
a Mak 7:22 亵渎 blasfhmiva, 和合本译作谤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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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且能污秽人。
7:28
Mak 7:24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
太 15:27
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
8:1
太 15:32
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
Mak 7:25 当下有一个妇人、他的小 8:10
太 15:39
女儿被污灵a附着、听见耶稣的
8:11
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
太 16:1
Mak 7:26 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 路 11:16
利非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
鬼、离开他的女儿。
Mak 7:27 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
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
吃。
Mak 7:28 妇人回答说、主阿、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
的碎渣儿。
Mak 7:29 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
你回去罢．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
了。
Mak 7:30 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
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Mak 7:31 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
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
到加利利海。
Mak 7:32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
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
上。
Mak 7:33 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
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
唾沫抹他的舌头、
Mak 7:34 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
大、就是说、开了罢。
Mak 7:35 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
解了、说话也清楚了。
Mak 7:36 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
a Mak 7:25 污灵 pneu'ma ajkavqarton, 和合本译作
污鬼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八章

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
扬开了。
Mak 7:37 众人分外希奇、说、他所
作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
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第八章
Mak 8:1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

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
说、
Mak 8:2 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
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
的了。
Mak 8:3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
远处来的。
Mak 8:4 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
那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
Mak 8:5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
少饼．他们说、七个。
Mak 8:6 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
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擘开递
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
众人面前。
Mak 8:7 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
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
Mak 8:8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
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
Mak 8:9 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
他们走了、
Mak 8:10 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
玛努他境内。
Mak 8:11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想要试探他。
b
Mak 8:12 耶稣灵里 深深的叹息说、
b Mak 8:12 灵里 tw'/ pneuvmati 和合本译作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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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
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
看。
8:15
Mak 8:13 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
民 6:4
路 12:1
海那边去了。
Mak 8:14 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 8:29
太 14:33
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
太 16:16
路 9:20
Mak 8:15 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
约 6:69
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 约 11:27
徒 8:37
律的酵。
徒 9:20
来 1:2,5
Mak 8:16 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 约一 4: 15
为我们没有饼罢。
8:31
太 16:21
Mak 8:17 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 8:34*
太 16:24
们还不省悟、还不明白么．你们 路 9:23
利 16:29
的心还是愚顽么。
Mak 8:18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么、
有耳朵、听不见么．也不记得
么。
Mak 8:19 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
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
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
Mak 8:20 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
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
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
Mak 8:21 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
么。
Mak 8:22 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
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
Mak 8:23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
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
什么了。
Mak 8:24 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
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
走。

Mak 8:25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
看得清楚了。
Mak 8:26 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
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Mak 8:27 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
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
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Mak 8:28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
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
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Mak 8:29 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
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Mak 8:30 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
诉人。
Mak 8:31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
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
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
复活。
Mak 8:32 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
就拉着他、劝他。
Mak 8:33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
去罢．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
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Mak 8:34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
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
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我。
Mak 8:3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生命或作魂b下同〕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
了生命。
Mak 8:36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
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b Mak 8:35 魂 thVn yuchVn 和合本译作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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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八章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八章
Mak 8:37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Mak 8:38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
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
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
的。

第九章
Mak 9:1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
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 神的
国大有能力临到。
Mak 9:2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
Mak 9:3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
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
白。
Mak 9:4 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
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
Mak 9:5 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拉
比就是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
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
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Mak 9:6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Mak 9:7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
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Mak 9:8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
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
里。
Mak 9:9 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
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
Mak 9:10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彼
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九章

Mak 9:11 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
8:38

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Mak 9:12 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
9:1
太 16:28 来、复兴万事．怎么经上还指着
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
9:2
太 17:1
轻慢呢a。
9:3
Mak 9:13 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
太 17:2
路 9:29
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
诗 104:2
上所指着他的话。
启 1:14
Mak 9:14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
9:7
可 1:11
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
云彩遮盖:
出 24:15 们辩论。
出 40:34
民 16:42 Mak 9:15 众人一见耶稣、都甚希
太 17:5
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路 9:34
要听他: Mak 9:16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
、
申 18:15
们辩论的是什么。
徒 3:22
Mak 9:17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
9:10*
在心:在他
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
们里面
proV"
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
eJautouV"
Mak 9:18 无论在那里、鬼捉弄他、
9:13
太 17:12 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
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
9:17
太 17:14
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路 9:38
Mak 9:19 耶稣说、嗳、不信的世代
9:19
到几时呢: 阿、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箴 1:22
太 17:17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
路 9:41
到我这里来罢。
Mak 9:20 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
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疯．倒
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Mak 9:21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
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
小的时候。
太 25:31

a Mak 9:12 怎么... kaiV pw'" gevgraptai ejpiV toVn
uiJoVn tou' ajnqrwvpou i{na pollaV pavqh/ kaiV ejx oudenhqh'/; 和合本译作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
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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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可) Mak 第九章
Mak 9:22 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

里、要灭他．你若能作什么、求
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Mak 9:23 耶稣对他说、你说‘你若
能作这事’、我告诉你在信的
人、凡事都能a。
Mak 9:24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
我信．但求主帮助我里头的不
信b。〔有古卷作立时流泪的喊着
说〕
Mak 9:25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污灵c、说、你这聋哑的
灵d、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
不要进去。
e
Mak 9:26 那污灵喊叫 、使孩子大大
的抽了一阵疯、就出来了．孩子
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
说、他是死了。
Mak 9:27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
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Mak 9:28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
暗的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
出他去呢。
Mak 9:29 耶稣说、非用祷告、〔有古
卷在此有禁食二字〕这一类的污
灵f、总不能出来。〔或作不能赶他
出来〕
Mak 9:30 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

9:29
太 17:21

9:31
太 17:23

9:33
太 18:1

9:41
太 10:42
太 25:40
来 6:10

a Mak 9:23 你说... toV eij duvnh/, pavnta dunataV tw'/
pisteuvonti. 和合本译作你若能信、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b Mak 9:24 但求主帮助我里头的不信 bohvqei mou
th'/ ajpistiva/. 和合本译作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c Mak 9:25 污灵 tw'/ pneuvmati tw'/ ajkaqavrtw/ 和合
本译作污鬼
d Mak 9:25 灵 pneu'ma, 和合本译作鬼
e Mak 9:26 那污灵喊叫 kravxa" 和合本译作那鬼
喊叫
f Mak 9:29 这一类的污灵 tou'to toV gevno" 和合
本译作这一类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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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Mak 9:31 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
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
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
活。
Mak 9:32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
敢问他。
Mak 9:33 他们来到迦百农．耶稣在
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
的是什么。
Mak 9:34 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
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
Mak 9:35 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
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
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
人。
Mak 9:36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
来、对他们说、
Mak 9:37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
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
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
我来的。
Mak 9:38 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
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
们。
Mak 9:39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
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
易毁谤我。
Mak 9:40 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
我们的。
Mak 9:41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
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
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Mak 9:42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九章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九章

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
的颈项上、扔在海里。
Mak 9:43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Mak 9:44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
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
的火里去。
Mak 9:45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Mak 9:46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
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Mak 9:47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他．你只有一只眼进入
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
狱里。
Mak 9:48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
不灭的。
Mak 9:49 因为必用火当盐腌各人。

Mak 10:6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9:43
太 5:29

9:48
赛 66:24

9:50
太 5:13
路 14:34

10:1
太 19:1

10:2
太 19:3

10:5-9
太 19:5

10:13
太 19:13

10:15
太 18:3

〔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
Mak 9:50 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你们里头
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第十章
Mak 10:1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

太的境界、并约但河外。众人又
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
们。
Mak 10:2 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
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
他。
Mak 10:3 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
们的是什么。
Mak 10:4 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
书便可以休妻。
Mak 10:5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
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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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Mak 10:7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
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Mak 10:8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
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Mak 10:9 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
分开。
Mak 10:10 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
事。
Mak 10:11 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
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
子．
Mak 10:12 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
是犯奸淫了。
Mak 10:13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
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
那些人。
Mak 10:14 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
禁止他们．因为在 神国的、正
是这样的人。
Mak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
受 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
不能进去。
Mak 10:16 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
按手、为他们祝福。
Mak 10:17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
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
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
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Mak 10:18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
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
外、再没有良善的。
Mak 10:19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
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
FOJC.NET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章

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
父母。
Mak 10:20 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
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Mak 10:21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
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
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
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Mak 10:22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
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
产业很多。
Mak 10:23 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
说、有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
等的难哪。
Mak 10:24 门徒希奇他的话。耶稣又
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
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Mak 10:25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
进 神的国、还容易呢。
Mak 10:26 门徒就分外希奇、对他
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Mak 10:27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
不能*、在 神却不然．因为 神
凡事都能。
Mak 10:28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
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Mak 10:29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
地。
Mak 10:30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
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
世必得永生。
Mak 10:31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
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His Faith

Mak 10:32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10:21
太 19:21
路 12:33

10:24
太 19:23

10:27*
书 24:19

10:29
太 19:29

10:30
王上 3:13
诗 37:25
太 6:33
路 12:31

10:31
太 20:16

10:33
太 20:18

10:37
太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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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希奇、跟
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
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
事、告诉他们说、
Mak 10:33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
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
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
人。
Mak 10:34 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
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
三天、他要复活。
Mak 10:35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
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
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作。
Mak 10:36 耶稣说、要我给你们作甚
么。
Mak 10:37 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
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
在你左边。
Mak 10:38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
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
喝么．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
么。
Mak 10:39 他们说、我们能。耶稣
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Mak 10:40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
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Mak 10:41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
雅各、约翰。
Mak 10:42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
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
他们。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章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章
Mak 10:43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

Mak 11:2 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

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
作你们的用人．
Mak 10:44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
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Mak 10:45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
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
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Mak 10:46 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
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
底买、坐在路旁。
Mak 10:47 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
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阿、
可怜我罢。
Mak 10:48 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
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
卫的子孙哪、可怜我罢。
Mak 10:49 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
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
放心、起来、他叫你啦。
Mak 10:50 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
来、走到耶稣那里。
Mak 10:51 耶稣说、要我为你作什
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
见。〔拉波尼就是夫子〕
Mak 10:52 耶稣说、你去罢．你的信
实a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
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
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Mak 11:3 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
作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Mak 11:4 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
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
开。
Mak 11:5 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
说、你们解驴驹作什么。
Mak 11:6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
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
Mak 11:7 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
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
稣就骑上。
Mak 11:8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
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
来、铺在路上。
Mak 11:9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
说、和散那．〔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
思在此乃是称颂之话〕奉主名来
的、是应当称颂的。
Mak 11:10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
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
散那。
Mak 11:11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
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
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
大尼去了。
Mak 11:12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
来．耶稣饿了、
Mak 11:13 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
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

10:45
加 1:4
太 20:28

10:47
太 20:30
太 9:27
路 18:38

10:52
可 5:34

11:1
太 21:1

11:12
太 21:18

11:13
太 21:19

第十一章
Mak 11:1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

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
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
徒、
a Mak 10:52 你的信实 hJ pivsti" sou 和合本译作
你的信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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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
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Mak 11:14 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
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
门徒也听见了。
Mak 11:15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
进入圣殿、赶出殿里作买卖的
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Mak 11:16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
里经过。
Mak 11:17 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
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
告的殿’么．你们倒使他成为贼
窝了。
Mak 11:18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
他、因为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
Mak 11:19 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Mak 11:20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Mak 11:21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
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
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Mak 11:22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有
神所赐的信实a。
Mak 11:23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
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
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
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Mak 11: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
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你们
当信是已经得着了、就必给你们
成就。b

Mak 11:25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
11:15
太 21:12

11:17
赛 56:7

11:23
太 17:20

11:24
太 7:7

11:25
太 6:14

11:26
太 18:35

12:1
太 21:33

第十二章
Mak 12:1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
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
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o{sa proseuvcesqe kaiV aijtei'sqe, pisteuvete o{ti
ejlavbete, kaiV e[stai uJmi'n. 和合本译作所以我告
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
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a Mak 11:22 你们当有 神所赐的信实 e[cete
pivstin qeou'. 和合本译作你们当信服 神
b Mak 11:24 所以... diaV tou'to levgw uJmi'n, pavnta

His Faith

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
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
恕你们的过犯。
Mak 11:26 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
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
犯。〔有古卷无此节〕
Mak 11:27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
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
文士并长老进前来、
Mak 11:28 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
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
呢。
Mak 11:29 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
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
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
事。
Mak 11:30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
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
答我。
Mak 11:31 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
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
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Mak 11:32 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
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
Mak 11:33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
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
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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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12:2 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

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
的果子。
12:10
Mak 12:3 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
诗 118:22
-23
他空手回去。
太 21:42
Mak 12:4 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
12:14
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 太 17:25
太 22:21
他。
罗 13:7
Mak 12:5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
12:17
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 创 3:19
出 22:29
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 伯 34:14
诗 4:3
的。
Mak 12:6 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 12:19
申 25:5
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
12:26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出 3:6
Mak 12:7 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来罢、我们杀
他、产业就归我们了。
Mak 12:8 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
他丢在园外。
Mak 12:9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
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Mak 12:10 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
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
头．
Mak 12:11 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
中看为希奇。’这经你们没有念
过么。
Mak 12:12 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
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
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Mak 12:13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
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
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
Mak 12:14 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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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
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
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 神的
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Mak 12:15 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
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
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
给我看。
Mak 12:16 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
该撒的。
Mak 12:17 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
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 神。他
们就很希奇他。
Mak 12:18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
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
Mak 12:19 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
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
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
哥生子立后。
Mak 12:20 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
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
Mak 12:21 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
样。
Mak 12:22 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
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
Mak 12:23 当复活的时候、他是那一
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
娶过他。
Mak 12:24 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
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
神的大能么。
Mak 12:25 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
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Mak 12:26 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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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
么． 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
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
的 神。’
Mak 12:27
神不是死人的 神、乃
是活人的 神．你们是大错了。
Mak 12:28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
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
他说、诫命中那是第一要紧的
呢。
Mak 12:29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
的、就是说、以色列阿、你要听．
主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
a
Mak 12:30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 神。
Mak 12:31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
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了。
Mak 12:32 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
说、 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
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 神．
b
Mak 12:33 并且尽心、尽智 、尽力、
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
祭、和各样祭祀、好的多。
Mak 12:34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对他说、你离 神的国不远
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
什么。
Mak 12:35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
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
卫的子孙呢。
Mak 12:36 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
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

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Mak 12:37 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
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
喜欢听他。
12:27
Mak 12:38 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
路 20:38
彼前 4:5 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
、
启 11:18
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
启 20:5
启 20:13
安、
12:30
Mak 12:39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
申 6:5
太 22:37 席上的首座．
Mak 12:40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
12:31
利 19:18
太 19:19 意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
太 22:39
重的刑罚。
可 12:33
罗 13:9
Mak 12:41 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
加 5:14
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
雅 2:8
里投了若干的钱。
12:33
何 6:6
Mak 12:42 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
太 9:13
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12:36
诗 110:1 Mak 12:43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
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
12:37
约 8:58
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赛 48:12
约 4:26
Mak 12:44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
12:40
太 23:14
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
12:42
了。
大钱:铜钱
12:44

第十三章

对比:
约 4:26
Mak 13:1
(谁更有福
呢:这寡妇
还是撒玛
、
利亚的妇
人呢 ?)
。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
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
宇
13:2
Mak 13:2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
太 24:2
但 9:26
殿宇么．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
但 8:12-14
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Mak 13:3 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
a Mak 12:30 尽性 ejx o{lh" th'" yuch'" sou 原文作
尽你的魂，或作尽你的生命
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得烈、
b Mak 12:33 尽智 ejx o{lh" th'" sunevsew" 原文作
暗暗的问他说、
尽悟性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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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13:4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

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
候、有什么预兆呢。
Mak 13:5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
得有人迷惑你们。
Mak 13:6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
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
许多人。
Mak 13:7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
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
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Mak 13:8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
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
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
之难〕
Mak 13:9 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

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
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作
见证．
Mak 13:10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
民。
Mak 13:11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
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
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
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Mak 13:12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
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
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Mak 13:13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
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
然得救。
Mak 13:14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
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
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
的、应当逃到山上．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三章

Mak 13:15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

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Mak 13:16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
13:6
衣裳。
太 24:24
Mak 13:17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
13:8
太 24:7
孩子的有祸了。
摩 8:11
Mak 13:18 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
13:14
不在冬天临到。
太 24:15
路 21:20 Mak 13:19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
但 9:27
创 19:17 难、自从
神创造万物直到如
启 18:4
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
13:15
必没有。
太 24:17
Mak 13:20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
13:15-16
形容事态 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紧急:快逃
命,连头也 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
不回地逃
少了。
到山上!
路 17:32 Mak 13:21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
、
创 19:26
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
13:17
那里．你们不要信。
耶 45:5
太 24:19
Mak 13:22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
路 21:23
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
13:22
太 7:15
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太 24:4
Mak 13:23 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
13:24
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赛 13:10
珥 2:31
Mak 13:24 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
亚 14:6
太 24:29 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
光、
Mak 13:25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
都要震动。
Mak 13:26 那时他们〔马太二十四章三
十节作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有
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
Mak 13:27 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
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
都招聚了来。〔方原文作风〕
Mak 13:28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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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
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Mak 13:29 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
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人子或作 神的国〕正在门口
了。
Mak 13:30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
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Mak 13:31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
能废去。
Mak 13:32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
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Mak 13:33 你们要谨慎、儆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
到。
Mak 13:34 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
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
人、分派各人当作的工、又吩咐
看门的儆醒。
Mak 13:35 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你
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
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
Mak 13:36 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
们睡着了。
Mak 13:37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
对众人说、要儆醒。

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
的头上。
13:31
Mak 14:4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
太 24:35
赛 51:6
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13:32
Mak 14:5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
太 24:36
子赒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
13:33
气。
太 25:13
路 21:36 Mak 14:6 耶稣说 由他罢 为什么
、
．
13:37
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
路 12:41
件美事。
14:1
Mak 14:7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
太 26:2
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
14:3
太 26:7
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Mak 14:8 他所作的、是尽他所能
14:5
亚 11:12
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
14:12*:
预先浇在我身上。
宰: 献
出 12:6-18 Mak 14:9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
、
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记
念。
Mak 14:10 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
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
稣交给他们。
Mak 14:11 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
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
把耶稣交给他们。
Mak 14:12 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
*
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
第十四章
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
Mak 14:1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
们往那里去预备呢。
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
Mak 14:13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
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
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
Mak 14:2 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
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
可、恐怕百姓生乱。
着他。
Mak 14:3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痲疯的
Mak 14:14 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
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
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那
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哪哒香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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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
的筵席。
Mak 14:15 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
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
们预备。
Mak 14:16 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
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
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Mak 14:17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
门徒都来了。
Mak 14:18 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
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
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
了。
Mak 14:19 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
个的问他说、是我么。
Mak 14:20 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
门徒中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
个人。
Mak 14:21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
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
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Mak 14:22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
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
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
体。
Mak 14:23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
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Mak 14:24 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
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Mak 14:25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
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 神的国
里、喝新的那日子。
Mak 14:26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
橄榄山去。
Mak 14:27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四章

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
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14:16*
Mak 14:28 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
诗 33:9
以先往加利利去。
14:17
太 26:20 Mak 14:29 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
我总不能。
14:20
蘸:(音站)
Mak 14:30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
沾
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
14:22
太 26:26 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Mak 14:31 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
14:25
太 26:29
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
路 22:18
林前
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11:26
来 9:24-28 Mak 14:32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
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
14:27
亚 13:7
太 26:31 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Mak 14:33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
14:28
太 26:32 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
14:29-30 过。
太 16:23
a
Mak 14:34 对他们说、我的魂 甚是
14:30
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
约 12:50
等候儆醒。
14:31
诗 116:11 Mak 14:35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
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
14:32
太 26:36
过去。
14:33-34 Mak 14:36 他说 阿爸 父阿 在你
、
、
、
诗 55:4-5
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
14:36
太 26:39 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
来 5:7-8
意思。
14:38
Mak 14:37 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
太 26:41
可 13:33 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
么。不能儆醒片时么。
Mak 14:38 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
迷惑．你们灵b固然愿意、肉体却
软弱了。
a Mak 14:34 我的魂 hJ yuchv mou 和合本译作我心
里
b Mak 14:38 灵 pneu'ma 和合本译作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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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14:39 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

是与先前一样。
Mak 14:40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
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
不知道怎么回答。
Mak 14:41 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
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罢．〔罢或
作么〕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
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Mak 14:42 起来、我们走罢．看哪、
那卖我的人近了。
Mak 14:43 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
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
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
老那里与他同来。
Mak 14:44 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
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
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
的带去。
Mak 14:45 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
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
Mak 14:46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Mak 14:47 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
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
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Mak 14:48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
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
么。
Mak 14:49 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
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
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Mak 14:50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Mak 14:51 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
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
拿他．
Mak 14:52 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
His Faith

了。
Mak 14:53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
14:47
太 26:51
路 22:50
约 18:10
约 18:26

14:55
太 26:60

14:58
约 2:19

14:62*
出 3:14

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
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Mak 14:54 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一
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
同坐在火光里烤火。
Mak 14:55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
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
着。
Mak 14:56 因为有好些人作假见证
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
合。
Mak 14:57 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
见证告他说、
Mak 14:58 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
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
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Mak 14:59 他们就是这么作见证、也
是各不相合。
Mak 14:60 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么．
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Mak 14:61 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
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
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
Mak 14:62 耶稣说、我是 ．你们必看
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Mak 14:63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Mak 14:64 你们已经听见这亵渎的
话a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
定他该死的罪。
Mak 14:65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
a Mak 14:64 这亵渎的话
本译作他这僭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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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
他说、你说预言罢．差役接过他
来用手掌打他。
Mak 14:66 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
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
Mak 14:67 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
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
一伙的。
Mak 14:68 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
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
了。
Mak 14:69 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
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
的。
Mak 14:70 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
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
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
是加利利人。
Mak 14:71 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
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Mak 14:72 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
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
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
起来、就哭了。

第十五章
Mak 15:1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

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
耶稣捆绑解去、交给彼拉多。
Mak 15:2 彼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
人的王么．耶稣回答说、你说的
是。
Mak 15:3 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
Mak 15:4 彼拉多又问他说、你看、
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
不回答么。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五章

Mak 15:5 耶稣仍不回答、以致彼拉

多觉得希奇。
Mak 15:6 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
14:72
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可 14:30
林前 3:15 Mak 15:7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 和
、
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
15:1
太 27:1
时候、曾杀过人。
诗 2:2
路 22:66 Mak 15:8 众人上去求巡抚 照常例
、
约 18:28
给他们办。
15:5
Mak 15:9 彼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
赛 53:7
犹太人的王给你们么。
15:15
利 16:7-10
Mak 15:10 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
15:17* 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
但 5:29
Mak 15:11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
约 19:2
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Mak 15:12 彼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
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
呢。
Mak 15:13 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
字架。
Mak 15:14 彼拉多说、为什么呢、他
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
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Mak 15:15 彼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
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
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Mak 15:16 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
里．叫齐了全营的兵。
*
Mak 15:17 他们给他穿上紫袍 、又
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
Mak 15:18 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
的王阿。
Mak 15:19 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
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
Mak 15:20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
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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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要钉十字架。
Mak 15:21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
是亚力山大和鲁孚*的父亲、从
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
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
架。
Mak 15:22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
地方、（各各他翻出来、就是髑
髅地）
Mak 15:23 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
他却不受。
Mak 15:24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
么。
Mak 15:25 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巳
初a的时候。
Mak 15:26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
是犹太人的王。
Mak 15:27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
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
在左边。〔有古卷在此有
Mak 15:28 这就应了经上的话
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Mak 15:29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
摇着头说、咳、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Mak 15:30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
下来罢。
Mak 15:31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
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Mak 15:32 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
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
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

15:21*
罗 16:13

15:22
太 27:33

15:24
太 27:35

15:28
赛 53:12

15:33
路 23:45
珥 2:31
启 6:12

15:34
诗 22:1

15:36
太 27:48

15:38
太 27:51

15:42
太 27:57

b Mak 15:33 午正 w{ra" e{kth" 原文作是第六小时
（当时犹太人的第六小时约是现今的中午十二
点）
c Mak 15:33 申初 w{ra" ejnavth". 原文作是第九小
时（当时犹太人的第九小时约是现今的下午三
点）

a Mak 15:25 是巳初 h\n deV w{ra trivth 原文作是第
三小时（当时犹太人的第三小时约是现今的上
午九点）

His Faith

是讥诮他。
b
c
Mak 15:33 从午正 到申初 遍地都黑
暗了。
Mak 15:34 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
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
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
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
Mak 15:35 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
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
Mak 15:36 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绒蘸
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
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
他取下。
Mak 15:37 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
了。
Mak 15:38 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为两半。
Mak 15:39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
耶稣这样喊叫断气、〔有古卷无喊
叫二字〕就说、这人真是 神的
儿子。
Mak 15:40 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
看．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
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
并有撒罗米．
Mak 15:41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
候、跟随他、服事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
妇女在那里观看。
Mak 15:42 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
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Mak 15:43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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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尊贵的议士、也是等候 神
国的．他放胆进去见彼拉多、求
耶稣的身体。
Mak 15:44 彼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
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
了久不久。
Mak 15:45 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
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
Mak 15:46 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
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
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
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Mak 15:47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西
的母亲马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
地方。

第十六章
Mak 16:1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

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
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
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16:1
Mak 16:8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
路 8:2
太 13:55 逃跑 又发抖 又惊奇 什么也
．
、
、
太 27:56
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16:2
Mak 16:9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
太 28:1
路 24:1
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
约 20:1
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
16:7
太 26:32 个鬼。
Mak 16:10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
16:16
信而受洗:
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
指的是受
圣灵的洗: Mak 16:11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马
太 3:11
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可 1:8
路 3:16
Mak 16:12 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
约 1:33
徒 1:5
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
信而受水
洗未必得 耶稣变了形像向他们显现、
救的例子:
徒 8:12-23 Mak 16:13 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
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16:17
徒 2:4
Mak 16:14 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
徒 3:6-7
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
徒 5:12
徒 5:15-16
徒 8:5-8 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
徒 9:34
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
徒 9:40
徒 14:3
人。
徒 14:8-10
徒 16:25- Mak 16:15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
26
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
徒 19:6

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并
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
的身体。
a
Mak 16:2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
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Mak 16:3 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
从墓门滚开呢。
Mak 16:4 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
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原文作凡受造的〕
16:18
Mak 16:5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 手能拿蛇: Mak 16: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
28:3-6
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 徒
信的必被定罪。
赛 11:8
手按病人:
甚惊恐。
Mak 16:17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
徒 28:8
Mak 16:6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
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
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
言．
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
Mak 16:18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
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
Mak 16:7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
人就必好了。
Mak 16:19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
a Mak 16:2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kaiV livan prwi< th'/
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
mia'/ tw'n sabbavtwn 或作第一个安息日清早
马可福音 (可) Mak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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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Mak 16:20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

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
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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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Luk

Luk 1:14 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

第一章
Luk 1:1-2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

1:1
徒 1:1

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
1:7
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 创 18:11
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1:9
掣:音撤
Luk 1:3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
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 1:15
利 10:9
民 6:3
你、
士 13:4
Luk 1:4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 士 13:14
实的。
1:17
玛 4:5-6
Luk 1:5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
比雅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 1:18
创 15:8
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 路 1:20
叫以利沙伯。
1:19
Luk 1:6 他们二人、在
神面前都 加百列:
但 8:16
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 但 9:21
路 1:26
仪、没有可指摘的。
Luk 1:7 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
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
了。
Luk 1:8 撒迦利亚按班次、在
神
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Luk 1:9 照祭司的规矩掣签、得进
主殿烧香。
Luk 1:10 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
面祷告。
Luk 1:11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
边、向他显现。
Luk 1:12 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
怕。
Luk 1:13 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
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
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
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
*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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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Luk 1:15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
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
灵充满了。
Luk 1:16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
转、归于主他们的 神。
Luk 1:17 他必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
中a、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
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
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
姓。
Luk 1:18 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
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
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Luk 1:19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
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
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Luk 1:20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
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
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Luk 1:21 百姓等候撒迦利亚、诧异
他许久在殿里。
Luk 1:22 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
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
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式、
竟成了哑巴。
Luk 1:23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
家去了。
Luk 1:24 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
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
月、
Luk 1:25 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
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
a Luk 1:17 在以利亚... ejn pneuvmati kaiV dunavmei
jHlivou, 和合本译作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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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
Luk 1:38 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Luk 1:26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
列奉 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
使就离开他去了。
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Luk 1:39 那时候马利亚起身、急忙
1:26-33
Luk 1:27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
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
赛 7:14
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
城．
1:32-33
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
撒下 7:12- Luk 1:40 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以
13
Luk 1:28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
利沙伯安。
1:37
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 太 19:26 Luk 1:41 以利沙伯一听马利亚问
了。
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
1:41
圣灵充满:
Luk 1:29 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
路 1:67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 徒 2:4 Luk 1:42 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
徒 4:8
思。
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
徒 4:31
Luk 1:30 天使对他说、马利亚、不要 弗 5:18
的。
怕．你在 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Luk 1:43 这事怎会临到我呢、我主
Luk 1:31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
的母竟然到我这里来．b
起名叫耶稣。
Luk 1:44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
Luk 1:32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
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
儿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
动。
给他．
Luk 1:45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Luk 1: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
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
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验。
c
Luk 1:34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
Luk 1:46 马利亚说、我魂 尊主为
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大、
Luk 1: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
Luk 1:47 我灵以
神我的救主为
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
乐。
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
Luk 1:48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
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
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
圣称为 神的儿子〕
福。
Luk 1:36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
Luk 1:49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
事．他的名为圣。
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
Luk 1:50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
孕六个月了。
世世代代。
Luk 1:37 因为出于
神的话、没有
没有不可能的
一句不带能力的。a
b Luk 1:43 这事 kaiV povqen moi tou'to i{na e[lqh/
。

...

hJ mhvthr tou' kurivou mou proV" ejmev; 和合本译
作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那里得的呢．
c Luk 1:46 我魂 hJ yuchv mou 和合本译作我心

a Luk 1:37 因为... o{ti oujk ajdunathvsei paraV tou'
qeou' pa'n rJh'ma. 原文作因为凡出于 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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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1: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

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
散了。
1:52
Luk 1:52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
撒上 2:8
贱的升高．
1:67
Luk 1:53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 彼后 1:21
足的空手回去。
Luk 1:54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
列、
Luk 1:55 为要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
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
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Luk 1:56 马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
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Luk 1:57 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
生了一个儿子。
Luk 1:58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
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
Luk 1:59 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
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
字、叫他撒迦利亚。
Luk 1:60 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
翰。
Luk 1:61 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
这名字的。
Luk 1:62 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式、
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Luk 1:63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
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
便都希奇。
Luk 1:64 撒迦利亚的口立时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
颂 神。
Luk 1:65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
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Luk 1:66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

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
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Luk 1:67 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
充满了、就预言说、
Luk 1:68 主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
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
他们施行救赎．
Luk 1:69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
们兴起了拯救的角、
Luk 1:70（正如主藉着从创世以
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Luk 1:71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
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Luk 1:72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念
他的圣约．
Luk 1:73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
罕所起的誓、
Luk 1:74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
出来、
Luk 1:75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
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Luk 1:76 孩子阿、你要称为至高者
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
面、预备他的道路．
Luk 1: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
知道救恩．
Luk 1:78 因我们
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Luk 1: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
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
上。
a
Luk 1:80 那孩子渐渐长大、灵里 强
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
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a Luk 1:80 灵里 pneuvmati, 和合本译作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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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Luk 2:1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

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
名上册。
Luk 2: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
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
事。
Luk 2: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Luk 2: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
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
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
家的人．
Luk 2: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
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
孕已经重了。
Luk 2:6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
亚的产期到了。
Luk 2:7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
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
里没有地方。
Luk 2:8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
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Luk 2: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
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
羊的人就甚惧怕。
Luk 2:10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
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
关乎万民的．
Luk 2: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
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Luk 2:12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
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了。
Luk 2:13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
天使赞美 神说、
Luk 2:14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
His Faith

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
人。〔有古卷作喜悦归与人〕
Luk 2:15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
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
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
2:7
太 8:20
所指示我们的。
路 9:58
Luk 2:16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马
2:21
创 17:12 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
2:22-23 槽里。
出 13:2
利 12:2-8 Luk 2:17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
孩子的话传开了。
2:24
利 12:8
Luk 2:18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
2:26
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圣灵启示:
Luk 2:19 马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
弗 3:5
在心里、反复思想。
Luk 2:20 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
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
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 神、
赞美他。
Luk 2:21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
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
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Luk 2:22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
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
去、要把他献与主．
Luk 2:23（正如主的律法上所
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
主。’）
Luk 2:24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
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
祭。
Luk 2:25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
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
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
圣灵在他身上。
Luk 2:26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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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
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
基督。
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Luk 2:27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
Luk 2:40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
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
充满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
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上。
2:27
Luk 2:28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
Luk 2:41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
圣灵感动:
彼后
1:21
颂 神说、
上耶路撒冷去。
可 12:36
Luk 2:29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路 10:21 Luk 2:42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
徒 21:4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林前 12:3 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
Luk 2:30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 启 1:10
Luk 2:43 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
启 4:2
启
17:3
的救恩、
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
启 21:10
Luk 2:31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
母并不知道．
2:30
的．
Luk 2:44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路 3:6
赛
40:5
Luk 2: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
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
2:34-35 识的人中找他．
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多人跌倒:
Luk 2:33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 赛 8:14-15 Luk 2:45 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
的话就希奇。
去找他。
2:37
八十四:
Luk 2:34-35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
Luk 2:46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
49*84
=4116
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这孩子被 耶稣降生 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
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 AM4116 面问。
但 9:26-27
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
Luk 2:47 凡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
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
聪明和他的应对。
a
出来．你自己的魂 也要被刀刺
Luk 2:48 他父母看见就很希奇．他
透。
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
Luk 2:36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
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
亚设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
伤心来找你。
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
Luk 2:49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
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
Luk 2:37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或作
么〕
就寡居了八十四年〕并不离开圣
Luk 2:50 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
殿、禁食祈求、昼夜事奉 神。
白。
Luk 2:38 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
Luk 2:51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
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
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
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Luk 2:39 约瑟和马利亚照主的律
Luk 2:52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身量
a Luk 2:34-35 你自己的魂 sou' (deV) aujth'" thVn
或作年纪〕并在 神和人面前所
yuchVn 和合本译作你自己的心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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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的恩、都一齐增长

b
。

第三章
Luk 3:1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

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
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
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
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
封的王、
Luk 3:2 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
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
野里、 神的话临到他。
Luk 3:3 他就来到约但河一带地
方、宣讲因罪已蒙赦免而悔改的
洗礼b．
Luk 3:4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
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
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Luk 3:5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
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
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
改为平坦。
Luk 3:6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
神
的救恩。’
Luk 3:7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
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
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
Luk 3:8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
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

3:2-3
太 3:1
可 1:4
约 1:28

3:4-6
赛 40:3-5

3:7
太 3:5-6
可 1:5

3:16
太 3:11
可 1:8
约 1:33
徒 1:5

b Luk 2:52 耶稣... KaiV jIhsou'" proevkopten (ejn
th'/) sofiva/ kaiV hJlikiva/ kaiV cavriti paraV qew'/
kaiV ajnqrwvpoi". 和合本译作耶稣的智慧和身
量、〔身量或作年纪〕并 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齐增长。
b Luk 3:3 宣讲... khruvsswn bavptisma metanoiva"
eij" a[fesin aJmartiw'n, 和合本译作宣讲悔改的
洗礼、使罪得赦 或译作传悔改的洗礼、作罪已
得赦免的证据 参看 eij" 在 Mat 26:28, Luk 5:14,
Act 10:4, Mak 1:4, Act 2:38 里的用法.

His Faith

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Luk 3:9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
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
来丢在火里。
Luk 3:10 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
作什么呢。
Luk 3:11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
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
的、也当这样行。
Luk 3:12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
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
Luk 3:13 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
不要多取。
Luk 3:14 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
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
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
粮就当知足。
Luk 3:15 百姓都心里猜疑、这约翰
是否就是他们素常等候盼望的
基督、c
d
Luk 3:16 约翰却回答众人说 、我是
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
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
你们施洗。
Luk 3:17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
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
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Luk 3:18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
姓、向他们传福音．
Luk 3:19 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
c Luk 3:15 百姓... Prosdokw'nto" deV tou' laou'
kaiV dialogizomevnwn pavntwn ejn tai'" kardivai"
aujtw'n periV tou' Ij wavnnou, mhvpote aujtoV" ei[h
oJ cristov", 和合本译作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
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
d Luk 3:16 约翰却回答众人说 ajpekrivnato levgwn
pa'sin oJ jIwavnnh": 和合本译作约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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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
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
备．
Luk 3:20 在他所行的一切恶事上再
添一件、就是他把约翰囚在监
里。a
Luk 3:21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
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
了、
Luk 3:22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
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Luk 3:23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
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
儿子、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Luk 3:24 希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
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
子、麦基是雅拿的儿子、雅拿是
约瑟的儿子、
Luk 3:25 约瑟是玛他提亚的儿子、
玛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
斯是拿鸿的儿子、拿鸿是以斯利
的儿子、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
Luk 3:26 拿该是玛押的儿子、玛押
是玛他提亚的儿子、玛他提亚是
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
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
约亚拿的儿子、
Luk 3:27 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
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
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
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
Luk 3:28 麦基是亚底的儿子、亚底
a Luk 3:20 在他... prosevqhken kaiV tou'to ejpiV
pa'sin (kaiV) katevkleisen toVn Ij wavnnhn ejn fulakh'/. 和合本译作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
收在监里。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三章

是哥桑的儿子、哥桑是以摩当的
儿子、以摩当是珥的儿子、珥是
约细的儿子、
3:20
Luk 3:29 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
太 4:12
可 1:14
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
3:23
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
太 13:55
依人看来: 子、
依习俗看
Luk 3:30 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
来
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
3:23-31
拿单:
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
撒下 5:14
代上 3:5 以利亚敬的儿子、
亚 12:12
Luk 3:31 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
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
是玛达他的儿子、玛达他是拿单
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
Luk 3:32 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
是俄备得的儿子、俄备得是波阿
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
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
Luk 3:33 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
希斯仑的儿子、希斯仑是法勒斯
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
Luk 3:34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
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
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
子、他拉是拿鹤的儿子、
Luk 3:35 拿鹤是西鹿的儿子、西鹿
是拉吴的儿子、拉吴是法勒的儿
子、法勒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是
沙拉的儿子、
Luk 3:36 沙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
是亚法撒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
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
拉麦的儿子、
Luk 3:37 拉麦是玛土撒拉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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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
雅列的儿子、雅列是玛勒列的儿
子、玛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
是以挪士的儿子、
Luk 3:38 以挪士是塞特的儿子、塞
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 神的
儿子。

第四章
Luk 4:1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但

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
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Luk 4:2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
子满了、他就饿了。
Luk 4:3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
神
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
食物。
Luk 4:4 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
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
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Luk 4:5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
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Luk 4:6 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
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
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Luk 4:7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
要归你。
Luk 4:8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
拜主你的 神、单要事奉他。’
Luk 4:9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
去、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
翅〕对他说、你若是 神的儿
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Luk 4:10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
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Luk 4:11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
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His Faith

Luk 4:12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

可试探主你的 神。’
Luk 4:13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3:38
创 6:2
就暂时离开耶稣。
*
Luk 4:14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
4:1
结 4:6
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
创 7:4
创 50:3
方。
撒上
17:16
Luk 4:15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
王上 19:8
人都称赞他。
太 4:2
Luk 4:16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
4:4
申 8:3
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
太 4:4
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
4:6
交付我的: 念圣经。
约一 5:19
Luk 4:17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
但 7:25
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
4:8
申 6:13
说、
太 4:10
Luk 4: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
4:10-11
诗 91:11 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
-12
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
4:12
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
申 6:16
的得自由、
4:14*
罗 15:18 Luk 4:19 报告
神悦纳人的禧
路 4:14
年。’
4:18
Luk 4:20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
赛 61:1
贫穷的: 事 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
、
．
启 3:17
被掳的: 看他。
提后 2:26
Luk 4:21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
西 2:8
罗 7:23
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瞎眼的:
林后 4:4 Luk 4:22 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
约 9:39
受压制的: 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
徒 10:38
约瑟的儿子么。
4:19
Luk 4:2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
利 25:10
赛 61:2
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
4:25-26 己罢．我们听见你在迦百农所行
王上 17:9
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Luk 4:24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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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4:25-26
Luk 4:25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
王上 17:9
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
4:27
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 王下 5:1
列中有许多寡妇．
4:38
太 8:14
Luk 4:26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 可 1:29
中间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 4:40
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 太 8:16
可 1:32
去。a
4:41
Luk 4:27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 可 1:1
列中有许多长大痲疯的．但内中
除了叙利亚国的乃缦、没有一个
得洁净的。
Luk 4:28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
怒气满胸．
Luk 4:29 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
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Luk 4:30 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
去了。
Luk 4:31 耶稣下到迦百农、就是加
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
人。
Luk 4:32 他们很希奇他的教训、因
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Luk 4:33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
鬼的灵b附着、大声喊叫说、
Luk 4:34 唉、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
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
我知道你是谁、乃是 神的圣
者。

Luk 4:35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

a Luk 4:26 以利亚... kaiV proV" oujdemivan aujtw'n
ejpevmfqh jHliva" eij mhV eij" Savrepta th'" Sidwniva" proV" gunai'ka chvran. 和合本译作以利
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
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b Luk 4:33 污鬼的灵 pneu'ma daimonivou ajkaqavrtou 和合本译作污鬼的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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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人身上出来罢．鬼把那人摔
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
没有害他。
Luk 4:36 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
能力吩咐污灵c、污灵就出来。
Luk 4:37 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
围地方。
Luk 4:38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
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
有人为他求耶稣。
Luk 4:39 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
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
事他们。
Luk 4:40 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
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
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
医好他们。
Luk 4:41 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
来、喊着说、你是 神的儿子。
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Luk 4:42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
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
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
他们。
Luk 4:43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
须在别城传 神国的福音．因我
奉差原是为此。
Luk 4:44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
堂传道。

Luk 5:1 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
c Luk 4:36 污灵 toi'" ajkaqavrtoi" pneuvmasin 和
合本译作污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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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拥挤他、要听 神的道。
Luk 5:2 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Luk 5:3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
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
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Luk 5:4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
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Luk 5:5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
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
的话、我就下网。
Luk 5:6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
鱼、网险些裂开．
Luk 5:7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
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
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Luk 5:8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
耶稣膝前、说、主阿、离开我、我
是个罪人。
Luk 5:9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
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Luk 5:10 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
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
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
要得人了。
Luk 5:11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
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Luk 5:12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
有人满身长了大痲疯、看见他、
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Luk 5:13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
你洁净了罢．大痲疯立刻就离了
他的身。
Luk 5:14 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
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
His Faith

5:11
太 19:27

5:12
太 8:2

5:14
利 14:2
路 3:3

5:18-20
太 9:2

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
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
证据。
Luk 5:15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
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
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Luk 5:16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Luk 5:17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
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
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
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
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Luk 5:18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
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Luk 5:19 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
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
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
前。
a
Luk 5:20 耶稣见他们的信实 、就对
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Luk 5:21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
说、这说亵渎话b的是谁．除了
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Luk 5:22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
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
呢。
Luk 5:23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
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呢。
Luk 5:24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
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
家去罢。
Luk 5:25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
a Luk 5:20 他们的信实 thVn pivstin aujtw'n 和合
本译作他们的信心
b Luk 5:21 亵渎话 blasfhmiva"; 和合本译作僭妄
话

83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五章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五章

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
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
去、归荣耀与 神。
了。
5:26*
Luk 5:26 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
Luk 5:38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
满心惧怕:
*
神、并且满心惧怕 、说、我们今 充满惧怕
里。
ejplhvsqhs
an fovbou Luk 5:39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
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Luk 5:27 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 5:27
的、他总说陈的好。
太 9:9
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
第六章
5:31
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太 9:12
Luk 6:1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
Luk 5:28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
5:34-35
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
从了耶稣。
太 9:15
手搓着吃。
Luk 5:29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
5:36
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 太 9:16 Luk 6:2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
为什么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
与他们一同坐席。
5:37
太 9:17
Luk 6:3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
Luk 5:30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
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 5:39
太 13:52
作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
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6:1
么．
Luk 5:31 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 太 12:1
可 2:23
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申 23:25 Luk 6:4 他怎么进了 神的殿、拿
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
着。
6:3-4
Luk 5:32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 撒上 21:4 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
吃。
乃是召罪人悔改。
6:5
太 12:8
Luk 6:5 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
Luk 5:33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 可 2:28
罗 10:4
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 罗 13:8 日的主。
这样．惟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约一 4:8 Luk 6:6 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
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
Luk 5:34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 6:8
右手枯干了。
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 耶稣知道
他们的意
念:
Luk 6:7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
之人禁食呢。
约 2:24-25
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
Luk 5:35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
把柄去告他。
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Luk 6:8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Luk 5:36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
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
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
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
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
着。
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
Luk 6:9 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
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
Luk 5:37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
那样是可以的呢。
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
Luk 6:10 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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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
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
伸、手就复了原。
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
Luk 6:11 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
Luk 6:23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
议、怎样处治耶稣。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6:11
Luk 6:12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
太 12:14
整夜祷告 神。
Luk 6:24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6:12
Luk 6:13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 太 5:1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可 3:13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 整夜祷告: Luk 6:25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
帖前 5:17 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
他们为使徒．
。
6:13
Luk 6:14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
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
太 10:1
又给他起名彼得、还有他兄弟安
泣。
6:20-23
得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 太 5:3-12 Luk 6:26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
巴多罗买、
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
6:20
Luk 6:15 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 太 5:3
假先知也是这样。
诗 51:17
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
Luk 6:27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
路 4:18
Luk 6:16 雅各的儿子犹大、〔儿子或 6:21
人、当爱你们的仇敌、当善待恨
饥饿:
作兄弟〕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摩 8:11 你们的人、b
Luk 6:17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 路 1:53
Luk 6:28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哀哭:
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 诗 30:11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
Luk 6:29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
6:22
太 5:11
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 彼前 4:14 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
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
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
6:27
医治他们的病．
太 5:44
Luk 6:30 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
a
Luk 6:18 还有被污灵 缠磨的、也得 6:29
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太 5:39
了医治。
Luk 6: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6:31
Luk 6:19 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太 7:12
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
Luk 6:32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
们。
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
Luk 6:20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
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 神的
Luk 6:33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
国是你们的。
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
Luk 6:21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
人也是这样行。
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
Luk 6:34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
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
Luk 6:22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
b Luk 6:27 当爱... ajgapa'te touV" ejcqrouV" uJmw'n,
kalw'" poiei'te toi'" misou'sin uJma'", 和合本译
作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a Luk 6:18 污灵 pneumavtwn ajkaqavrtwn 和合本
译作污鬼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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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Luk 6:35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
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
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
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
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Luk 6:36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
慈悲一样。
Luk 6:37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
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
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
饶恕．〔饶恕原文作释放〕
Luk 6: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
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
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
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
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Luk 6:39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
要掉在坑里么。
Luk 6:40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
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Luk 6:41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
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Luk 6:42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
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
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
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
刺。
Luk 6:43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Luk 6:44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
出他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
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
Luk 6:4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七章

6:38
太 7:2
可 4:24

6:39
太 15:14

6:40
太 10:24

6:41
太 7:3

6:43
太 7:18

6:46
太 7:21
路 13:25
徒 19:13
罗 2:13
雅 1:22

6:47-49
太 7:24-27

7:1-10
太 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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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
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
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Luk 6:46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阿、
主阿、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Luk 6:47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
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
什么人、
Luk 6:48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
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
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
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
石上。〔有古卷作因为盖造得好〕
Luk 6:49 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
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
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
那房子坏的很大。

第七章
Luk 7:1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

的话、就进了迦百农。
Luk 7:2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
人、害病快要死了。
Luk 7:3 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
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
来救他的仆人。
Luk 7:4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
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
他所配得的．
Luk 7:5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
我们建造会堂。
Luk 7:6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
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
耶稣、对他说、主阿、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Luk 7:7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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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
Luk 7:8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
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
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
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
作。
7:12
Luk 7:9 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
寡妇: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 赛 54:5
们、这么大的信实a、就是在以色 7:16
太 21:11
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7:18
Luk 7:10 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 太 11:2
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7:27
Luk 7:11 过了不多时、〔有古卷作次 玛 3:1
日〕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 7:28
林前
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 15:45
同行。
Luk 7:12 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
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
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
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
Luk 7:13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
对他说、不要哭。
Luk 7:14 于是进前按着杠、抬的人
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
吩咐你起来。
Luk 7:15 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Luk 7:16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
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
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
姓。
Luk 7:17 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
太、和周围地方。
Luk 7:18 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
诉约翰。

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
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呢。
Luk 7:20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
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
你、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
们等候别人呢。
Luk 7:21 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
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
灵b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
能看见。
Luk 7:22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
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
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痲疯
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Luk 7:23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
了。
Luk 7:24 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
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
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么。
Luk 7:25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
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么。那
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
王宫里。
Luk 7:26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
么．要看先知么．我告诉你们、
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Luk 7:27 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
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
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Luk 7:28 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
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
b Luk 7:21 恶灵 pneumavtwn ponhrw'n 和合本译
作恶鬼

a Luk 7:9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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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
Luk 7:29 受过约翰洗礼的众百姓和
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
税吏、听见这话、就以 神为
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a
义。
Luk 7:39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
7:30
Luk 7:30 但没有受过他洗礼的法利
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
林后 4:4
可
7:9
赛人和律法师、却拒绝了 神对
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
b
7:37-39 人、乃是个罪人。
他们自己的旨意。
太 26:6-13
Luk 7:31 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 可 14:3-9 Luk 7:40 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
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 约 12:1-8 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
7:38
呢。
说。
约 12:3
Luk 7:32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
Luk 7:41 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
7:39
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 路 15:2 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
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 若是先知:
子、一个欠五两银子．
约 4:19
们不啼哭。
Luk 7:42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
7:48
Luk 7:33 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 路 5:20
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
太 9:2
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可 2:5 两个人那一个更爱他呢。
雅 5:15
Luk 7:34 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
Luk 7:43 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
约一 2:12
约
20:23
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
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的不
人的朋友。
错。
Luk 7:35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
Luk 7:44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是。
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么．
Luk 7:36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
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
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
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
里去坐席。
脚、用头发擦干。
Luk 7:37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
Luk 7:45 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
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
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
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
嘴亲我的脚。
Luk 7:38 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
Luk 7:46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
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a Luk 7:29 受过 KaiV pa'" oJ laoV" ajkouvsa" kaiV
oiJ telw'nai ejdikaivwsan toVn qeoVn bapLuk 7:47 所以我告诉你、他已被赦
tisqevnte" toV bavptisma jIwavnnou: 和合本译作
免的罪多．因此他的爱就多．但
众百姓和税吏 既受过约翰的洗 听见这话 就
以 神为义
那被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c
b Luk 7:30 但没 oiJ deV Farisai'oi kaiV oiJ
Luk 7:48 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
nomikoiV thVn boulhVn tou' qeou' hjqevthsan eij"
...

、

、

、

。

...

eJautouV" mhV baptisqevnte" uJp= aujtou'. 和合本
译作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
竟为自己废弃了 神的旨意。〔二十九三十两节
或作众百姓和税吏听见了约翰的话就受了他的
洗便以 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
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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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uk 7:47 所以... ou| cavrin levgw soi, ajfevwntai
aiJ aJmartivai aujth'" aiJ pollaiv, o{ti hjgavphsen
poluv: w|/ deV ojlivgon ajfivetai, ojlivgon ajgapa'/. 所
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
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88

FOJC.NET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七章
a

已被赦免了 。
Luk 7:49 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
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Luk 7:50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
实b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罢。

第八章
Luk 8:1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

城各乡传道、宣讲 神国的福
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
c
Luk 8:2 还有被恶灵 所附、被疾病
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
中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
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
Luk 8:3 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
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
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
耶稣和门徒。
Luk 8:4 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
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
就用比喻说、
Luk 8:5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
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Luk 8:6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
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
Luk 8:7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
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Luk 8:8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
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
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
应当听。
Luk 8:9 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
a Luk 7:48 你的罪已被赦免了 ajfevwntaiv sou aiJ
aJmartivai. 和合本译作你的罪赦免了
b Luk 7:50 你的信实 hJ pivsti" sou 和合本译作你
的信

His Faith

什么意思呢。
Luk 8:10 他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
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
8:2-3
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
太 27:55
不明。
8:4-15
太 13:3-23 Luk 8:11 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
可 4:3-20
是 神的道。
8:8
Luk 8:12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
太 11:15
太 13:9
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
启 2:7,
11,17,29 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
启 3:6
救。
启 3:13
Luk 8:13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
8:10
赛 6:9
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
太 13:14
结 12:2
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
可 4:12
约 12:40 炼就退后了。
徒 28:26
Luk 8:14 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
罗 11:8
林后 3:14- 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
、
、
15
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
8:10
只叫你们 熟的子粒来．
知道:
创 18:17 Luk 8:15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
雅 2:23
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
约 15:1315
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Luk 8:16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
8:14*
诗 17:14
路 21:34 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
林前 6:3
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林前
15:19
Luk 8:17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
提前 4:8
约一 2:16 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
来被人知道的。
8:18
太 25:29
Luk 8:18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
路 19:26
约 15:2
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8:19-21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
太 12:46要夺去。
50
可 3:31-35
Luk 8:19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
罗 16:13
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
Luk 8:20 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
c Luk 8:2 恶灵 pneumavtwn ponhrw'n 和合本译作
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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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
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
Luk 8:21 耶稣回答说、听了
神之
被鬼赶到旷野去。
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
Luk 8:30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
我的弟兄了。
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
8:23
Luk 8:22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
他的鬼多。
太 8:24-25
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
Luk 8:31 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
8:24
诗 107: 29 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
太 8:26
Luk 8:23 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 可 4:39
Luk 8:32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 8:25
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
太
8:27
水、甚是危险。
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
8:26
Luk 8:24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
Luk 8:33 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
太 8:28
子、夫子、我们丧命啦。耶稣醒 可 5:1 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
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 8:28
在湖里淹死了。
可
1:23-24
住、平静了。
Luk 8:34 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
雅 2:19
Luk 8:25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
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8:29
a
实 在那里呢．他们又惧怕、又希 太 12:43 Luk 8:35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
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 8:30
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
可 5:9
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 可 5:13 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
了。
服、神志清醒c、他们就害怕。
8:35-37
Luk 8:26 他们到了格拉森〔有古卷入 害怕:
Luk 8:36 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
太 14:26
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 创 3:10 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的对面。
Luk 8:37 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
8:38
Luk 8:27 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 可 5:18
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
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 8:41
稣就上船回去了。
太 9:18
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 可 5:22 Luk 8:38 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
只住在坟茔里。
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Luk 8:28 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
Luk 8:39 说、你回家去、传说
神为
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 神
你作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
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
里传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
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事。
b
Luk 8:29 是因耶稣曾吩咐污灵 从
Luk 8:40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
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
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
Luk 8:41 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睚
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
a Luk 8:25 你们的信实 hJ pivsti" uJmw'n; 和合本译
到他家里去．
作你们的信心
b Luk 8:29 污灵 tw'/ pneuvmati tw'/ ajkaqavrtw/ 和合
本译作污鬼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八章

c Luk 8:35 神志清醒 swfronou'nta 和合本译作
心里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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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8:42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

就嗤笑耶稣。
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
Luk 8:54 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
时候、众人拥挤他。
女儿、起来罢。
b
8:43
Luk 8:43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
Luk 8:55 他的灵 便回来、他就立刻
太 9:20
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 可 5:25 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 8:49
Luk 8:56 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
太 9:23
他．
嘱咐他们、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诉
可 5:35
Luk 8:44 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 8:51
人。
不许别人
衣裳繸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同他进去: 第九章
Luk 8:45 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 可 6:5-6
太 13:58
Luk 9:1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
8:54
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 可 5:41 给他们能力权柄、制伏一切的
鬼、医治各样的病。
你。〔有古卷在此有你还问摸我的是 8:55
Luk 9:2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
神国
谁么〕
约 6:63
王上
的道、医治病人。
Luk 8:46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 17:22
Luk 9:3 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
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9:1
要带柺杖、和口袋、不要带食
Luk 8:47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 太 10:1
可 6:7
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
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9:2
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 太 10:7 子。
Luk 9:4 无论进那一家、就住在那
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9:3
太
10:9-10
里、也从那里起行。
Luk 8:48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
可 6:8-9
a
Luk 9:5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
实 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罢。
王上
19:21
Luk 8:49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 太 19:27 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
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 路 5:11 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9:5
Luk 9:6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
了、不要劳动夫子。
太 10:14
传福音、到处治病。
Luk 8:50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
9:7-9
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
太 14:1-12 Luk 9:7 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
可 6:14-29
作的一切事、就游移不定*．因为
救。
*:
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Luk 8:51 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 可 6:20
Luk 9:8 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
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 9:10
可 6:30-31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
不许别人同他进去。
活了。
Luk 8:52 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
Luk 9:9 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
胸。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
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
了、是睡着了。
的事呢、就想要见他。
Luk 8:53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
a Luk 8:48 你的信实 hJ pivsti" sou 和合本译作你
的信

His Faith

b Luk 8:55 他的灵 toV pneu'ma aujth'" 和合本译作
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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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9:10 使徒回来、将所作的事告

可将这事告诉人．
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
Luk 9:22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
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
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
伯赛大。
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9:13
Luk 9:11 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
Luk 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
太 14:17
王下
4:42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
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
44
论 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医的 可 6:38 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约 6:9
a
人。
Luk 9:24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
Luk 9:12 日头快要平西、十二个门 9:20
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
太 16:16
可
8:29
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
的、必救了生命。
约 17:3
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
Luk 9:25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
9:21
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
太 16:20 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
可 8:30
Luk 9:13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罢。
呢。
太 12:16
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
Luk 9:26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
9:22
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 太 16:21 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
可 8:31
就不够。
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
9:23
Luk 9:14 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
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太 16:24
路
14:27
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
Luk 9:27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
徒 14:22
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帖前 3:3 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
提后 3: 12
Luk 9:15 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
看见 神的国。
9:24
坐下。
Luk 9:28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
太 10:39
Luk 9:16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 太 16:25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
可 8:35
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 约 12:25 山去祷告。
伯 42:6
徒摆在众人面前。
Luk 9:29 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
9:25
Luk 9:17 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
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可 8:36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 路 12:20 Luk 9:30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
十二篮子。
人、同耶稣说话．
9:26
我的道:
Luk 9:18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 林前 1:21 Luk 9:31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
2:16
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 加
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
弗 2:8-9
说、众人说我是谁。
冷将要成的事。
9:27
Luk 9:19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 太 16:28 Luk 9:32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
9:1
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 可
路 17:21 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
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9:29
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Luk 9:20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 太 17:3
Luk 9:33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
可 9:3
得回答说、是 神所立的基督。 启 1:14 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
可 16:12
Luk 9:21 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 但 7:9
a Luk 9:24 生命〔生命或作灵魂下同〕thVn yuchVn
诗 104:2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九章

92

原文作魂

FOJC.NET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九章

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
门徒说、
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
Luk 9:44 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
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
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
么。
里。
9:34
Luk 9:34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
Luk 9:45 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
云彩遮盖:
出
24:15
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
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
出 40:34
就惧怕。
民 16:42 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太 17:5
Luk 9:35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可 9:7
Luk 9:46 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
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
为大。
9:35
声音:
〔有古卷作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
Luk 9:47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
创 3:8
听他。
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
申 5:25
撒上 3:4
Luk 9:36 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 王上
在自己旁边、
19:13
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 约 12:28 Luk 9:48 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
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要听他: 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
申 18:15
Luk 9:37 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 徒 3:22
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许多人迎见耶稣。
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
9:38
太 17:14
Luk 9:38 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
Luk 9:49 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
可 9:17
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
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
9:41
的独生子。
到几时呢: 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
箴 1:22
Luk 9:39 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 太 17:17 你。
鬼又叫他抽疯、口中流沬、并且 可 9:19 Luk 9:50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
9:45
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
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
约 16:4
Luk 9:40 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 隐藏:
的。
但 12:4,9
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赛 29:11 Luk 9:51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
Luk 9:41 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悖
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9:46
谬的世代阿、我在你们这里、忍 太 18:1 Luk 9:52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
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 9:48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太 10:40
子带到这里来罢。
要为他预备。
9:55*
Luk 9:42 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
Luk 9:53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
心:或作灵
叫他重重的抽疯。耶稣就斥责那
面向耶路撒冷去。
a
污灵 、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
Luk 9:54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
亲。
见了、就说、主阿、你要我们吩
Luk 9:43 众人都诧异
神的大能。
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大能或作威荣〕耶稣所作的一切
像以利亚所作的么。〔有古卷无像
以利亚所作的数字〕
事、众人正希奇的时候、耶稣对
Luk 9:55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
a Luk 9:42 污灵 tw'/ pneuvmati tw'/ ajkaqavrtw/ 和合
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
本译作污鬼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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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Luk 9:56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

安。
9:56
太 18:11
路 19:10

命、〔性命或作灵魂下同〕是要救
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 9:60
太 8:22
了。〔有古卷只有五十五节首句五十
10:2
六节末句〕
太 9:37
Luk 9:57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
10:7
对耶稣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我 利 19:13
提前 5: 18
要跟从你。
10:8
Luk 9:58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 太 10:11
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 10:10
太 10:14
地方。
Luk 9:59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 10:16
约 8:47
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 约一 4:6
结 3:7
的父亲。
Luk 9:60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
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 神国
的道。
Luk 9:61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
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
人。
Luk 9:62 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
的、不配进 神的国。

第十章
Luk 10:1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

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
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
地方去。
Luk 10:2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
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
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
庄稼。
Luk 10:3 你们去罢．我差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Luk 10:4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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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10:5 无论进那一家、先要说、愿

这一家平安。
Luk 10:6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当得平安的人原文作平安之子〕你
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
然、就归与你们了。
Luk 10:7 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
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
家。
Luk 10:8 无论进那一城、人若接待
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
吃什么。
Luk 10:9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
他们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Luk 10:10 无论进那一城、人若不接
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
Luk 10:11 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
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
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
知道 神的国临近了。
Luk 10:12 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
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
易受呢。
Luk 10:13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
赛大阿、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
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
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
悔改了。
Luk 10:14 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
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Luk 10:15 迦百农阿、你已经升到天
上．〔或作你将要升到天上么〕将来
必推下阴间。
Luk 10:16 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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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
绝那差我来的。
Luk 10:17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
回来说、主阿、因你的名、就是
鬼也服了我们。
Luk 10:18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
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Luk 10:19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
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
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Luk 10:20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
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
上欢喜。
Luk 10:21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
动就欢乐、说、父阿、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
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
显出来．父阿、是的、因为你的
美意本是如此。
Luk 10:22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
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
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
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Luk 10:23 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
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
就有福了．
Luk 10:24 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
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Luk 10:25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
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
以承受永生。
Luk 10:26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
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His Faith

Luk 10:27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

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10:18
Luk 10:28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
启 12:9
这样行、就必活着。a
10:21
太 11:25 Luk 10:29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
诗 8:2
林前 2:8 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Luk 10:30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
10:22
太 11:27 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
、
10:27
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
申 6:5
利 19:18 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10:33* Luk 10: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
动了怜悯: 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
．
和合本作
动了慈心 了。
参看:
太 18:27 Luk 10: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
可 1:41
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
去了。
Luk 10:33 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
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怜悯
*

、

Luk 10: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

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
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Luk 10:35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
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Luk 10:36 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
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Luk 10:37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
说、你去照样行罢。
Luk 10:38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
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
大、接他到自己家里。
Luk 10:39 他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
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a Luk 10:28 你这样行、就必活着。 tou'to poivei
kaiV zhvsh/. 和合本译作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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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10:40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

Luk 11:8 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

乱、就进前来说、主阿、我的妹
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
么．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Luk 10:41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Luk 10: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
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
给他。
Luk 11:9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
给你们开门。
Luk 11:10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
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
门。
Luk 11:11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
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
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Luk 11:12 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Luk 11:13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
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
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
Luk 11:14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
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
来．众人都希奇。
Luk 11:15 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
鬼王别西卜赶鬼。
Luk 11:16 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
从天上来的神迹。
Luk 11:17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
他们说、凡一国自相分争、就成
为荒场．凡一家自相分争、就必
败落。
Luk 11:18 若撒但自相分争、他的国
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
靠着别西卜赶鬼。
Luk 11:19 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
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
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Luk 11:20 我若靠着
神的能力赶
鬼、这就是 神的国临到你们

第十一章
Luk 11:1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

11:2
太 6:9

11:2-4
约 16:2324
太 6:9-13

11:8
直求:
太 6:7

11:9

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 太 7:7
太 21:22
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 可 11:24
门徒。
11:11
太 7:9
Luk 11:2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古卷 11:13
太 7:11
只作父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
圣灵:
弗:1:13
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古 11:14
太 9:32
卷无愿你的旨意云云〕
11:16
Luk 11:3 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 太 16:1
给我们。
11:21
赛 49:25
Luk 11:4 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 太 12:29
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 可 3:27
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有古卷无末句〕
Luk 11:5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

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
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Luk 11:6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
上。
Luk 11:7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
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
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
你。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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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Luk 11:21 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

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Luk 11:22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
兵器、又分了他的赃。
Luk 11:23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
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
的。
a
Luk 11:24 污灵 离了人身、就在无
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
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
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Luk 11:25 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
净、修饰好了．
Luk 11:26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
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
了。
Luk 11:27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
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
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
Luk 11:28 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
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Luk 11:29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
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
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
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
看。
Luk 11:30 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
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
的人成了神迹。
Luk 11:31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
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
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

11:24
无水之地
不得安歇
对比:
诗 23:2
灵与水归
于一:
约一 5:8

11:33
诗
119:105

11:34
太 6:22
林后 3:18
专一:
民 14:24

11:39
太 23:25

11:41
多 1:15
罗 14:14

11:42
太 23:23

b Luk 11:34 专一 aJplou'" 和合本译作了亮
c Luk 11:34 邪恶 ponhroV" 和合本译作昏花
d Luk 11:42 那神... thVn krivsin kaiV thVn ajgavphn

a Luk 11:24 污灵 toV ajkavqarton pneu'ma 和合本译
作污鬼

His Faith

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
罗门更大。
Luk 11:32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
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
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
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
更大。
Luk 11:33 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窨子
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
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Luk 11:34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
的眼睛若专一b、全身就光明．眼
睛若邪恶c、全身就黑暗。
Luk 11:35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
头的光、或者黑暗了。
Luk 11:36 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
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
光照亮你。
Luk 11:37 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
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
去坐席。
Luk 11:38 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
前不洗手、便诧异。
Luk 11:39 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
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
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Luk 11:40 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
不也造里面么。
Luk 11:41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于你们就都洁净了。
Luk 11:42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
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
蔬、献上十分之一、那神的公义
和爱d、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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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Luk 11:43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
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位、又喜
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
Luk 11:44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
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
并不知道。
Luk 11:45 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
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
们糟蹋了。
Luk 11:46 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
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
肯动。
Luk 11:47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
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
的祖宗所杀的。
Luk 11:48 可见你们祖宗所作的事、
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
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Luk 11:49 所以
神用智慧曾说、
〔用智慧或作的智者〕我要差遣先
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
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
Luk 11:50 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
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
上．
Luk 11:51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
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
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
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Luk 11:52 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
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
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
阻挡他们。
tou' qeou': 和合本译那公义和爱

Luk 11:53 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

11:44
太 23:27

11:52
太 23:13
[徒 15:1]
[加 5:6]
[加 6:15]

12:1
太 16:6
酵:
太 16:12

12:4
太 10:28

12:5
[启 20:1015]

12:8
太 10:32

12:10
太 12:31

神的事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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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
他多说话．
Luk 11:54 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
柄。

第十二章
Luk 12:1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

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
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
就是假冒为善。
Luk 12:2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
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
的。
Luk 12:3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
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
扬。
Luk 12:4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
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Luk 12:5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
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
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
们、正要怕他。
Luk 12:6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
子么．但在 神面前、一个也不
忘记。
Luk 12:7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
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
雀还贵重。
Luk 12:8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
前认我的、人子在 神的使者面
前也必认他．
Luk 12:9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
在 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Luk 12:10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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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的、总不
得赦免。
Luk 12:11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
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
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
Luk 12:12 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
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Luk 12:13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
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
我分开家业。
Luk 12:14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
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
业呢。
Luk 12:15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
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Luk 12:16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
个财主、田产丰盛．
Luk 12: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
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Luk 12:18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
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
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
物。
a
b
Luk 12:19 然后要对我的魂 说、魂
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
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
快乐罢。
Luk 12: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
哪、今夜必要你的魂c．你所预备
的、要归谁呢。
Luk 12:21 凡为自己积财、在
神面
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Luk 12:22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

12:12
出 4:12
申 18:18
耶 1:9
太 10:19

12:20
路 9:25

12:27
太 6:29

12:31
王上 3:13
诗 37:25
太 6:33
可 10:30

12:33
太 19:21
路 16:9

a Luk 12:19 我的魂 th'/ yuch'/ mou, 和合本译作我
的灵魂
b Luk 12:19 魂 yuchv, 和合本译作灵魂
c Luk 12:20 你的魂 thVn yuchvn sou 和合本译作
你的灵魂

His Faith

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d忧虑吃
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e
Luk 12:23 因为生命 胜于饮食、身
体胜于衣裳。
Luk 12:24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
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 神
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
的贵重呢。
Luk 12:25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
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
加一肘呢〕
Luk 12:26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

能作、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
呢。
Luk 12:27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
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
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
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
这花一朵呢。
Luk 12:28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
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
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
何况你们呢。
Luk 12:29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
么、也不要挂心。
Luk 12:30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
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
知道的。
Luk 12:31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
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Luk 12:32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
们。
Luk 12:33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赒济
d Luk 12:22 生命 th'/ yuch'/ 原文作魂
e Luk 12:23 生命 hJ gaVr yuchV 原文作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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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
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
Luk 12:34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Luk 12:35 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
要点着．
Luk 12:36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
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Luk 12:37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儆
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
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
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
Luk 12:38 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
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
有福了。
Luk 12:39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
来、就必儆醒、不容贼挖透房
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Luk 12:40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
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Luk 12:41 彼得说、主阿、这比喻是
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
Luk 12:42 主说、谁是那信实有见识
的管家a、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
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Luk 12:43 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
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Luk 12:44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
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Luk 12:45 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
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
女、并且吃喝醉酒．
Luk 12:46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

12:34
太 6:21

12:35
太 25:7

12:41
可 13:37

12:51
启 6:4

12:54
太 16:2

12:58
太 5:25

a Luk 12:42 那信实... oJ pistoV" oijkonovmo" oJ
frovnimo", 和合本译作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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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治他、〔或作把他腰斩
了〕定他和不信实的人b同罪。
Luk 12:47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
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
仆人必多受责打．
Luk 12:48 惟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
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Luk 12:49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
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
的么。
Luk 12:50 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
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Luk 12:51 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
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
是叫人分争．
Luk 12:52 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
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Luk 12:53 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
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
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
争、媳妇和婆婆相争。
Luk 12:54 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
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
阵雨．果然就有。
Luk 12:55 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
热．也就有了。
Luk 12:56 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
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
分辨这时候呢．
Luk 12:57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
b Luk 12:46 不信实的人 tw'n ajpivstwn 和合本译
作不忠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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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12:58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

来。

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
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
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
Luk 12:59 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
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Luk 13:12 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

第十三章
Luk 13:1 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

13:14
太 12:10

13:18
太 13:31

13:20
太 13:33

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 13:24
太 7:13
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Luk 13:2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
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
以受这害么。
Luk 13:3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
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Luk 13: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
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
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
么。
Luk 13:5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
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Luk 13:6 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
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Luk 13:7 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
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
子、竟找不着、把他砍了罢．何
必白占地土呢。
Luk 13:8 管园的说、主阿、今年且留
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
Luk 13:9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
再把他砍了。
Luk 13:10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
训人。
Luk 13:11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
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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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Luk 13:13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
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
神。
Luk 13:14 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
息日治病、就气忿忿的对众人
说、有六日应当作工．那六日之
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
可。
Luk 13:15 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哪、
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
槽上的牛驴、牵去饮么。
Luk 13:16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
罕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
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
么。
Luk 13:17 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
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
的事、就都欢喜了。
Luk 13:18 耶稣说、 神的国、好像
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Luk 13:19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
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
的飞鸟、宿在他的枝上。
Luk 13:20 又说、我拿什么来比
神
的国呢．
Luk 13:21 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
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
来。
Luk 13:22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
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Luk 13:23 有一个人问他说、主阿、
得救的人少么。
Luk 13:24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三章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三章

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
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Luk 13:25 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
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阿、给
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
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那里来
的。
Luk 13:26 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
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
街上*教训过人。
Luk 13:27 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
不晓得你们是那里来的．你们这
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Luk 13:28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 神
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
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Luk 13:29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在 神的国里坐席。
Luk 13:30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
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Luk 13:31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
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罢．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Luk 13:32 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
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Luk 13:33 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
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
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Luk 13:34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
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
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
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
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
你们不愿意。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四章

Luk 13:35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13:25
太 7:23
太 25:41

13:26*
耶 11:13
结 16:31

13:34
太 23:37

14:3
太 12:10

14:11
太 23:12
路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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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
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
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第十四章
Luk 14:1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

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
窥探他。
Luk 14:2 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臌的
人。
Luk 14:3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
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Luk 14:4 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
好那人、叫他走了．
Luk 14:5 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
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
里、不立时拉它上来呢。
Luk 14:6 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Luk 14:7 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
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Luk 14:8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
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
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Luk 14:9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
说、让座给这一位罢．你就羞羞
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
Luk 14:10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
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
你说、朋友、请上坐．那时你在
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Luk 14:11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Luk 14:12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
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
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
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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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答。
Luk 14:13 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

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
Luk 14:14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
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
得着报答。
Luk 14:15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
就对耶稣说、在 神国里吃饭的
有福了。
Luk 14:16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
大筵席、请了许多客．
Luk 14:17 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
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罢．样
样都齐备了。
*
Luk 14:18 众人一口同音 的推辞。
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
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Luk 14:19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
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
了。
Luk 14:20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
妻、所以不能去。
Luk 14:21 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
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
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
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
腿的来。
Luk 14:22 仆人说、主阿、你所吩咐
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
Luk 14:23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
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Luk 14:24 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
人、没有一个得尝我的筵席。
Luk 14:25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His Faith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Luk 14:26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
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a、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我胜过
14:16
太 22:1
爱原文作恨〕
14:18* Luk 14: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
约一 5:19
一口同音 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的灵就是 Luk 14:28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
、
抵挡的灵:
[太 4:10]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
呢。
14:26
太 10:37
Luk 14:29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
伯 42:6
申 33:9
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Luk 14:30 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
14:27
太 16:24
能完工。
14:34
Luk 14:31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
太 5:13
可 9:50
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
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
他的么。
Luk 14:32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
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
款。
Luk 14:33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
我的门徒。
Luk 14:34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
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Luk 14:35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
里、都不合式．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第十五章
Luk 15:1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

稣要听他讲道。
Luk 15:2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
a Luk 14:26 自己的性命 thVn yuchVn eJautou', 原文
作自己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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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
们吃饭。
Luk 15:3 耶稣就用比喻、说、
15:3
Luk 15: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比喻:
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 诗 49:4
诗 78:2
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 结 17:2
太 13:10呢。
11
Luk 15:5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 15:4
太 18:12
在肩上、回到家里。
Luk 15:6 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 15:7
彼后 3:9
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 太 18:14
们和我一同欢喜罢。
15:12
Luk 15:7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 分产业:
罪的根源
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是要与父
神的生命
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 分开:
[创 3:5]
人、欢喜更大。
Luk 15: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 15:20
赛 30:18
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
15:22
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么。 戒指:
创 41:42
Luk 15:9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 斯 8:2
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 斯 8:8
耶 22:24
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罢。
Luk 15: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
改、在 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
样为他欢喜。
Luk 15:11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
儿子。
Luk 15:12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
父亲就把产业a分给他们。
Luk 15:13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
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Luk 15:14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

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
来。
Luk 15:15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
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
猪。
Luk 15:16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
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Luk 15:17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
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
倒在这里饿死么．
Luk 15:18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
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Luk 15:19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
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罢。
Luk 15: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
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
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Luk 15:21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
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
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Luk 15:22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
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
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
脚上．
Luk 15: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
们可以吃喝快乐．
Luk 15: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
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
起来。
Luk 15:25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
的声音．
Luk 15:26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
什么事。

a Luk 15:12 产业 toVn bivon, 原文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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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15:27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

Luk 16:6 他说、一百篓油．〔每篓约

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
来、把肥牛犊宰了。
Luk 15:28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
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Luk 15:29 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
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
和朋友、一同快乐．
Luk 15:30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
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
为他宰了肥牛犊。
Luk 15:31 父亲对他说、儿阿、你常
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
你的。
Luk 15:32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
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
当欢喜快乐。

五十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

16:12*
林前 3:8
加 6:4
弗 4:16

16:13
太 6:24

第十六章
Luk 16:1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

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
浪费主人的财物。
Luk 16:2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
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
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
管家。
Luk 16:3 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
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
羞。
Luk 16:4 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
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
里去。
Luk 16:5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
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His Faith

下写五十。
Luk 16:7 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
说、一百石麦子．管家说、拿你
的账写八十。
Luk 16:8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
作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
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
明。
Luk 16:9 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
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
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Luk 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是信实
的、在大事上也是信实的a．在最
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
义。
Luk 16:11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
上不信实b、谁还把那真实的钱
财托付你们呢。
Luk 16:12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
上不信实c、谁还把你们自己*的
东西给你们呢。
Luk 16:13 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
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
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
Luk 16:14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
稣。
Luk 16:15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
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
a Luk 16:10 人在... JO pistoV" ejn ejlacivstw/ kaiV
ejn pollw'/ pistov" ejstin, 和合本译作人在最小
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b Luk 16:11 信实 pistoiV 和合本译作忠心
c Luk 16:12 信实 pistoiV 和合本译作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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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
神看为可憎恶的。
Luk 16:16 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为
止、从此 神国的福音被传开、并
且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受逼
迫。a
Luk 16:17 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
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Luk 16:18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
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
淫。
Luk 16:19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
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
Luk 16:20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
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
门口、
Luk 16:21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
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餂他的
疮。
Luk 16:22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
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
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b
Luk 16:23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
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
撒路在他怀里．
Luk 16:24 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
哪、可怜我罢、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
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
苦。

Luk 16:25 亚伯拉罕说、儿阿、你该
16:16
太 11:12
路 21:16
-17,
提后 3:12

16:17
太 5:18
太 19:21

16:18
太 5:32
太 19:9
罗 7:3

17:3
太 18:15

第十七章
Luk 17:1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

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
有祸了。
Luk 17:2 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
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
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Luk 17:3 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
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
悔、就饶恕他。
Luk 17:4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

a Luk 16:16 律法... JO novmo" kaiV oiJ profh'tai
mevcri Ij wavnnou: ajpoV tovte hJ basileiva tou'
qeou' eujaggelivzetai kaiV pa'" eij" aujthVn biavzetai. 和合本译作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
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b Luk 16:23 受痛苦 ejn basavnoi" 原文作在审问
真相的刑具里, bavsano" 原文作试金石或刑具,
因此在刑具里遂转注成在痛苦里之意.下 16:28
痛苦的地方同.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七章

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
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
倒受痛苦。
Luk 16:26 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
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
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
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
的。
Luk 16:27 财主说、我祖阿、既是这
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
去．
Luk 16:28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
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
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Luk 16:29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
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Luk 16:30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哪、
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
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
悔改。
Luk 16:31 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
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
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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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饶恕他。
Luk 17:5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
们的信实a。
b
Luk 17:6 主说、你们若有信实 像一
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
必听从你们。
Luk 17:7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
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Luk 17:8 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
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
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么。
Luk 17:9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作、主
人还谢谢他么。
Luk 17:10 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
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
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
的。
Luk 17:11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
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Luk 17:12 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
大痲疯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
着。
Luk 17:13 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
我们罢。
Luk 17:14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他们
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Luk 17:15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
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
神．
Luk 17:16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
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Luk 17:17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

个人么．那九个在那里呢。
Luk 17:18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
人回来归荣耀与 神么。
17:6
Luk 17:19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罢．
太 17:20
你的信实c救了你了。
17:7-10
太 8:8-10 Luk 17:20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
服权柄的
神的国
就是有信 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实的
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17:16
Luk 17:21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
西 3:15
里．看哪、在那里．因为 神的
17:19
d
你的信实: 国就在你们中间 。
太 9:22
Luk 17:22 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
太 15:28
可 5:34
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
可 10:52
日子、却不得看见。
路 7:50
路 8:48
路 18:42 Luk 17:23 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
路 22:32
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
17:24
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
太 24:27
Luk 17:24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
17:26
太 24:38 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Luk 17:25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Luk 17:26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
日子也要怎样。
Luk 17:27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
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Luk 17:28 又好像罗得的日子．人又
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
盖造．
Luk 17:29 到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
他们全都灭了。
c Luk 17:19 你的信实 hJ pivsti" sou 和合本译作
你的信
d Luk 17:21 你们中间 ejntoV" uJmw'n 和合本译作
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

a Luk 17:5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b Luk 17:6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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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17:30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
Luk 17:31 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

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
里．也不要回家。
Luk 17:32 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
Luk 17:33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
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
生命。
Luk 17:34 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
个、撇下一个。
Luk 17:35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
去一个、撇下一个。〔有古卷在此

17:32
创 19:26

17:33
太 10:39

17:34
亚 13:9
太 22:7
启 9:15
太 16:28
太 24:40

17:37

有

启 18:2
利 11:13
启 8:13

Luk 17:36 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

18:1

个撇下一个〕
Luk 17:37 门徒说、主阿、在那里有
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那里、
鹰也必聚在那里。

帖前 5:17

第十八章

18:15

Luk 18: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

18:16

18:8
诗 12:1

18:14
太 23:12

太 19:13

太 18:3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Luk 18:2 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 18:18
太 19:16
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
Luk 18:3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
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
给我伸冤。
Luk 18:4 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惧怕 神、也不尊重世
人．
Luk 18:5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
给他伸冤罢．免得他常来缠磨
我。
Luk 18:6 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
所说的话。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十八章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
久给他们伸冤么。
Luk 18:8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
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
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实a么。
Luk 18:9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
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Luk 18:10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
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
吏。
Luk 18:11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
的祷告说、 神阿、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Luk 18:12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
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Luk 18:13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
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
神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Luk 18:14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
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
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
升为高。
Luk 18:15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
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
Luk 18:16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
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
们．因为在 神国的、正是这样
的人。
Luk 18:17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
受 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
不能进去。
Luk 18:18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
Luk 18:7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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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子、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
承受永生。
Luk 18:19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
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
外、再没有良善的。
Luk 18:20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
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
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Luk 18:21 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
遵守了。
Luk 18:22 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
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
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
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Luk 18:23 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Luk 18:24 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
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
哪。
Luk 18:25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
进 神的国、还容易呢。
Luk 18:26 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
得救呢。
Luk 18:27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
事、在 神却能。
Luk 18:28 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
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
Luk 18:29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人为 神的国、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
Luk 18:30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
来世不得永生的。
Luk 18:31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
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
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
就在人子身上．
His Faith

Luk 18:32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

18:22
可 10:21

18:24
太 19:23

18:27
太 19:26

18:30
太 19:29

18:32
太 20:18

18:35
太 20:29

18:38
太 20:30
太 9:27
可 10:47

18:43
太 20:34

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
他脸上．
Luk 18:33 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
三日他要复活。
Luk 18:34 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
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
得所说的是什么。
Luk 18:35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Luk 18:36 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
什么事。
Luk 18:37 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
耶稣经过。
Luk 18:38 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
耶稣阿、可怜我罢。
Luk 18:39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
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
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罢。
Luk 18:40 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
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
Luk 18:41 你要我为你作什么．他
说、主阿、我要能看见。
Luk 18:42 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
的信实a救了你了。
Luk 18:43 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
耶稣、一路归荣耀与 神．众人
看见这事、也赞美 神。

第十九章
Luk 19:1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

的时候、
Luk 19:2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
吏长、是个财主。
Luk 19:3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
a Luk 18:42 你的信实 hJ pivsti" sou 和合本译作
你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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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Luk 19:4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
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
过。
19:5
Luk 19:5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
创 18:10
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 诗 101:2
19:8
必住在你家里。
撒下 12:6
Luk 19:6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 参看:
出 22:4,7
的接待耶稣。
Luk 19:7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19:9
来 2:16
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19:10
Luk 19:8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阿、 太 18:11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 约 3:17
19:11
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约 6:15
Luk 19:9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
19:13
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 太 25:15
作生意:
孙。
参看:
Luk 19:10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 西 4:5
19:26
丧的人。
太 25:29
Luk 19:11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
路 8:18
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19:29
又因他们以为 神的国快要显 太 21:1
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
Luk 19:12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
得国回来。
Luk 19:13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
拿一弥拿约银十两〕说、你们去作
生意、直等我回来。
Luk 19:14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
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
人作我们的王。
Luk 19:15 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
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
作生意赚了多少。

Luk 19:16 头一个上来说、主阿、你

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
Luk 19:17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信实a、可
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Luk 19:18 第二个来说、主阿、你的
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
Luk 19:19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
城。
Luk 19:20 又有一个来说、主阿、看
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
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Luk 19:21 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
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Luk 19:22 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
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
收．
Luk 19:23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
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
利都可以要回来呢。
Luk 19:24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
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
Luk 19:25 他们说、主阿、他已经有
十锭了。
Luk 19:26 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
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Luk 19:27 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
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
面前杀了罢。
Luk 19:28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
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a Luk 19:17 信实 pistoV" 和合本译作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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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19:29 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

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
两个门徒、说、
Luk 19:30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
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
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
以解开牵来。
Luk 19:31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
们就说、主要用他。
Luk 19:32 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
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Luk 19:33 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
问他们说、解驴驹作什么。
Luk 19:34 他们说、主要用他。
Luk 19:35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
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
上。
Luk 19:36 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
在路上。
Luk 19:37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
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
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
神、
Luk 19:38 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
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
高之处有荣光。
Luk 19:39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
罢。
Luk 19:40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
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
呼叫起来。
Luk 19:41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
城、就为他哀哭、
Luk 19:42 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
His Faith

19:38*
平安

19:41
约 11:35

19:44
太 24:2

19:45
太 21:12

19:46
赛 56:7
耶 7:11

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
来。
Luk 19:43 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
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
困住你、
Luk 19:44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
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
上．因你不知道鉴察a你的时候。
Luk 19:45 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作
买卖的人、
Luk 19:46 对他们说、经上说、‘我
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
使他成为贼窝了。
Luk 19:47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
长、都想要杀他．
Luk 19:48 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
姓都侧耳听他。

第二十章
Luk 20:1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

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
士并长老上前来、
Luk 20:2 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
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
柄的是谁呢。
Luk 20:3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
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
Luk 20:4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
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Luk 20:5 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
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
不信他呢．
Luk 20:6 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
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
a Luk 19:44 鉴察 th'" ejpiskoph'" 和合本译作眷
顾; 参看彼前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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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是先知。
Luk 20:19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
Luk 20:7 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
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
那里来的。
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
Luk 20:8 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
Luk 20:20 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
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
20:9
Luk 20:9 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
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
太 21:33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
下。
20:17
诗 118: 22 Luk 20:21 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
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
太 21:42
Luk 20:10 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
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
20:18
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 跌碎稀烂: 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
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 预表属血 传 神的道。
气的生命
要被砸碎. Luk 20:22 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
他、叫他空手回去。
参看:
Luk 20:11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 创 32:24- 可以。
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 31
Luk 20:23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
手回去。
对他们说、
Luk 20:12 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
Luk 20:24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
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
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
Luk 20:13 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
撒的。
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
Luk 20:25 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
敬他。
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
Luk 20:14 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
神。
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
Luk 20:26 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
们杀他罢、使产业归于我们。
得不着把柄．又希奇他的应对、
Luk 20:15 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
就闭口无言了。
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
Luk 20:27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
怎样处治他们呢。
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
Luk 20:16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
Luk 20:28 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
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
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
这是万不可的。
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
Luk 20:17 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
后。
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
Luk 20:29 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
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
妻、没有孩子死了．
思呢。
Luk 20:30 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
Luk 20:18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
他．
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
Luk 20:31 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
要把谁砸得稀烂。
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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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20:32 后来妇人也死了。

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筵席上的首座．
是那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
Luk 20:47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
个人都娶过他。
意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
20:34
Luk 20:34 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
重的刑罚。
世界的人:
原文作:世
娶有嫁．
界之子
第二十一章
Luk 20:35 惟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
20:36
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 复活的人: Luk 21:1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
原文作: 捐项投在库里。
嫁．
复活之子
Luk 21:2 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
Luk 20:36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
20:41
个小钱．
启 1:8
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
启 2:8
Luk 21:3 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
神的儿子。
启 22:13
赛 48:12 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Luk 20:37 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
启 21:6
Luk 21:4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
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
20:42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诗 110:1 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
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
就指示明白了。
20:47
Luk 20:38
神原不是死人的 神、 太 23:14 上了。
乃是活人的 神．因为在他那 21:11 Luk 21:5 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
太 24:7
和供物妆饰的．
里、人都是活的。〔那里或作看
可 13:8
摩 8:11
Luk 21:6 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
来〕
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
Luk 20:39 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说得好。
不被拆毁了。
Luk 20:40 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
Luk 21:7 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
么。
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
Luk 20:41 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
有什么预兆呢。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Luk 21:8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
Luk 20:42 诗篇上、大卫自己
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
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
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
右边、
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Luk 20:43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
Luk 21:9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
凳。’
事、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
Luk 20:44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
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Luk 21:10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
Luk 20:45 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
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门徒说、
Luk 21:11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
Luk 20:46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
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
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
Luk 20:33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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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Luk 21:12 但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
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
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
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
前。
Luk 21:13 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
见证。
Luk 21:14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
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
Luk 21:15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
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驳不倒的。
Luk 21:16 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
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
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Luk 21:17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
恨恶．
Luk 21:18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
必不损坏。
Luk 21:19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
你们的魂a。
Luk 21:20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
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
近了。
Luk 21:21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
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Luk 21:22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
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Luk 21:23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
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
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
姓。
Luk 21:24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

21:18
太 10:30

21:20
太 24:15

21:23
耶 45:5
太 24:19
可 13:17

21:27
太 26:64

21:29
太 24:32

21:33
太 24:35
诗 102:26

21:34*
路 8:14
林前 6:3
林前
15:19
提前 4:8
约一 2:16

21:36
太 24:42
可 13:33

a Luk 21:19 你们的魂 taV" yucaV" uJmw'n. 和合本译
作灵魂〔或作必得生命〕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二十一章

114

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
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Luk 21:25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
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
的响声、就慌慌不定．
Luk 21:26 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
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
不附体。
Luk 21:27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Luk 21:28 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
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
了。
Luk 21:29-30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
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
树．他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
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Luk 21:31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
渐的成就、也该晓得 神的国近
了。
Luk 21:32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
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Luk 21:33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
能废去。
Luk 21:34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
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
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
到你们．
Luk 21:35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
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Luk 21:36 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
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
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Luk 21:37 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
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住宿。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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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21:38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

稣那里、要听他讲道。

第二十二章
Luk 22:1 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

了。
Luk 22:2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

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
百姓。
Luk 22:3 这时、撒但入了那称为加
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
里的一个。
Luk 22:4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
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Luk 22:5 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
子。
Luk 22:6 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
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
给他们。
Luk 22:7 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
那一天到了。
Luk 22:8 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
席、好叫我们吃。
Luk 22:9 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那
里预备。
Luk 22:10 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
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
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
去．
Luk 22:11 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
说、客房在那里、我与门徒好在
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Luk 22:12 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
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
备。
Luk 22:13 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
His Faith

22:1
太 26:2

22:5
太 26:15
亚 11:12
何 3:2

22:14
太 26:20

22:19
太 26:26

22:24
太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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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
越节的筵席。
Luk 22:14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
徒也和他同坐。
Luk 22:15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
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
的筵席。
Luk 22:16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
筵席、直到成就在 神的国里。
Luk 22:17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
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Luk 22:18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 神的
国来到。
Luk 22: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
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
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
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Luk 22:2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Luk 22:21 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
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Luk 22:22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
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Luk 22:23 他们就彼此对问、是那一
个要作这事。
Luk 22:24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
那一个可算为大。
Luk 22:25 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
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
为恩主．
Luk 22:26 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
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
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
Luk 22:27 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
路加福音 (路) Luk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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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
么．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
事人的。
Luk 22:28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
在的就是你们．
Luk 22:29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
父赐给我一样。
Luk 22:30 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
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Luk 22:31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但
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
麦子一样．
Luk 22:32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
的信实不至于终止a．你回头以
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Luk 22:33 彼得说、主阿．我就是同
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Luk 22:34 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
认得我。
Luk 22:35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
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
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
有．他们说、没有。
Luk 22:36 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
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
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Luk 22:37 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
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
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
我的事、必然成就。
Luk 22:38 他们说、主阿、请看、这里
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Luk 22:39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

22:30
太 19:28

22:31
摩 9:9

22:37
赛 53:12

22:40
太 26:41
路 22:46

22:42
太 26:39

22:43
太 4:11

a Luk 22:32 叫你... i{na mhV ejklivph/ hJ pivsti" sou:
和合本译作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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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门徒也跟随他。
Luk 22:40 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
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
惑。
Luk 22:41 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
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
Luk 22:42 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
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
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Luk 22:43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Luk 22:44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
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
上。
Luk 22:45 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
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
了．
Luk 22:46 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
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
惑。
Luk 22:47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
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
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
Luk 22:48 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
亲嘴的暗号卖人子么。
Luk 22:49 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
说、主阿、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
以。
Luk 22:50 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
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
耳。
Luk 22:51 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
由他们罢．就摸那人的耳朵、把
他治好了。
Luk 22:52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
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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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
强盗么。
Luk 22:53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
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
时候、黑暗掌权了*。
Luk 22:54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
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
着。
Luk 22:55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
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Luk 22:56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
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
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Luk 22:57 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
我不认得他。
Luk 22:58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
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
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
是。
Luk 22:59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
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
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Luk 22:60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
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
间、鸡就叫了。
Luk 22:61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
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
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Luk 22:62 他就出去痛哭。
Luk 22:63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
他、
Luk 22:64 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
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
谁。
Luk 22:65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
骂他。
His Faith

Luk 22:66 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

22:53*
赛 21:12

22:61
太 26:75

22:66
太 27:1

23:2
太 12:17
路 20:25

23:8
路 9:7-9

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
到他们的公会里、
Luk 22:67 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
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Luk 22:68 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
答。
Luk 22:69 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
神权能的右边。
Luk 22:70 他们都说、这样、你是
神的儿子么。耶稣说、你们所说
的是。
Luk 22:71 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
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
听见了。

第二十三章
Luk 23:1 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

彼拉多面前。
Luk 23:2 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
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
自己是基督、是王。
Luk 23:3 彼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
太人的王么。耶稣回答说、你说
的是。
Luk 23:4 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
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Luk 23:5 但他们越发极力的说、他
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
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
Luk 23:6 彼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
是加利利人么。
Luk 23:7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
律正在耶路撒冷。
Luk 23:8 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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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
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
Luk 23:9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
却一言不答。
Luk 23:10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
力的告他。
Luk 23: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
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
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里去。
Luk 23:12 从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
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Luk 23:13 彼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
官府、并百姓、
Luk 23:14 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
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
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
他什么罪来．
Luk 23:15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
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作什么
该死的事。
Luk 23:16 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
放了。〔有古卷在此有
Luk 23:17 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
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Luk 23:18 众人却一齐喊着说、除掉
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Luk 23:19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
乱杀人下在监里的。
Luk 23:20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
又劝解他们．
Luk 23:21 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
字架、钉他十字架。
Luk 23:22 彼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这人作了什么恶事
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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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
放了。
Luk 23:23 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求
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
23:9
声音就得了胜、
赛 53:7
徒 8:32
Luk 23:24 彼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
23:12
的定案．
约一 5:19
Luk 23:25 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
罗 5:10
雅 4:4
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
23:17
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利 16:5-10
利 16:20- Luk 23:26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
22
彼前 3:18 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
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
23:26
赛 52:14
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可 3:20
可 6:31
Luk 23:27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约 8:57
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
23:29
啕痛哭。
赛 54:1
赛 66:7
Luk 23:28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
加 4:27
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
23:33
太 27:33 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赛 53:12
Luk 23:29 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
23:34
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
太 27:35
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Luk 23:30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
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
们。
Luk 23:31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
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
呢。
Luk 23:32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
同带来处死。
Luk 23:3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
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
边、一个在右边。
Luk 23:34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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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
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Luk 23:35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
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
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可以救
自己罢。
Luk 23:36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
送给他喝、
Luk 23:37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罢。
Luk 23:38 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
〔有古卷在此有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
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Luk 23:39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

人。
Luk 23:48 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

23:36
太 27:48

23:43*
来 4:7

23:45
太 27:51

24:1
太 28:1
可 16:2
约 20:1

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么．可
以救自己和我们罢。
Luk 23:40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 神
么。
Luk 23:41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
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
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
Luk 23:42 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
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Luk 23: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
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Luk 23:44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
暗了、直到申初、
Luk 23:45 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
从当中裂为两半。
Luk 23:46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阿、
我将我的灵a交在你手里．说了
这话、气就断了。
Luk 23:47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
归荣耀与 神说、这真是个义

第二十四章
b

Luk 24:1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

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
料、来到坟墓前。
Luk 24:2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
了．
Luk 24:3 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
耶稣的身体。
Luk 24:4 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
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a Luk 23:46 我的灵 toV pneu'mav mou. 和合本译作
我的灵魂

His Faith

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
Luk 23:49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
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
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
Luk 23:50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
议士、为人善良公义．
Luk 23:51 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
附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
素常盼望 神国的人。
Luk 23:52 这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
的身体．
Luk 23:53 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
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Luk 23:54 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
快到了。
Luk 23:55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
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
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Luk 23:56 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
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
命安息了。

b Luk 24:1 七日的头一日 Th'/ deV mia'/ tw'n sabbavtwn 或作头一个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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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24:5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

Luk 24:18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革流
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
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
人中找活人呢。
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
24:6
Luk 24:6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的事么。
耶稣复活:
AM4153
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 但 9:26-27 Luk 24:19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
样告诉你们、
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
24:8
Luk 24:7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 约 14:26 是个先知、在
神和众百姓面
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 24:27 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申 18:15 Luk 24:20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
活。
、
民 21:8
Luk 24:8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路 24:44 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
Luk 24:9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 24:28
上。
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 创 18:3 Luk 24:21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
的人。
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
Luk 24:10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
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
拉的马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
了。
的母亲马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
Luk 24:22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
处的妇女。
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
Luk 24:11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
墓那里．
胡言、就不相信。
Luk 24:23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
Luk 24:12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
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
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
他活了。
处、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
Luk 24:24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
事。
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
Luk 24:13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
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
Luk 24:25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
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
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
里。
心、信得太迟钝了。
Luk 24:14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
Luk 24:26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
这一切事。
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
Luk 24:15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
Luk 24: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
Luk 24:16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们讲解明白了。
不认识他。
Luk 24:28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
Luk 24:17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
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
Luk 24:29 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
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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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住下罢。耶稣就进去、要同他
们住下。
Luk 24:30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
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
们。
Luk 24:31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
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
Luk 24:32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
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
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
么。
Luk 24:33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
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
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Luk 24:34 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
给西门看了。
Luk 24:35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
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Luk 24:36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
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
安。
Luk 24:37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
看见的是灵a。
Luk 24:38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
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Luk 24:39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
灵b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
Luk 24:4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
他们看。
Luk 24:41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
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
么吃的没有。
Luk 24:42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有古卷在此有和一块蜜房〕
Luk 24:43 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

了。
Luk 24:44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

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
24:44
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
创 3:15
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
创 12:3
创 22:18
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民 21:8
民 24:17
Luk 24:45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申 18:15
撒下 7:12-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16
诗 22:1-31 Luk 24:46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
赛 7:14
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
赛 9:6
赛 50:6
复活．
赛 52:13赛 53:12 Luk 24:47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因
赛 61:1
c
耶 23:5-6 罪已蒙赦免而悔改 的道、从耶
但 7:13-14
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但 9:24-27
弥 5:2
Luk 24:48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亚 6:12
Luk 24:49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
亚 9:9
亚 12:10
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
亚 13:7
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
24:51
徒 1:9
力。
Luk 24:50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
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Luk 24:51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
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Luk 24:52 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
喜、回耶路撒冷去．
Luk 24:53 常在殿里称颂
神。

c Luk 24:47 因罪已蒙赦免而悔改 metavnoian eij"
a[fesin aJmartiw'n 和合本译作悔改赦罪; 参看
eij" 在Mat 26:28, Luk 5:14, Act 10:4, Mak 1:4,
Luk 3:3, Act 2:38 里的用法.

a Luk 24:37 灵 pneu'ma 和合本译作魂
b Luk 24:39 灵 pneu'ma 和合本译作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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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一章
a

Jhn 1:1 太初有道 、道与

神同在、

道就是 神。
Jhn 1: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
Jhn 1:3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
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Jhn 1: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
人的光b。
Jhn 1: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
受光。
Jhn 1:6 有一个人、是从
神那里差
来的、名叫约翰。
Jhn 1: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
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
信。
Jhn 1: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
见证。
Jhn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
世上的人。
Jhn 1: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
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Jhn 1: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
的人倒不接待他。
Jhn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他赐他
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信他名
的人、c
Jhn 1: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
生的、乃是从 神生的。
Jhn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

1:1
创 1:3
诗 33:9
箴 8:22
约 6:63

1:3
诗 33:6
西 1:16

1:4
徒 17:25
约 9:5

1:5
约 3:19

1:9
约一 1:5

1:10
赛 1:2-3

1:11
路 2:7

1:12
加 4:4-7
罗 10:10

1:13
约 3:3-8
约一 3:9

1:15
太 22:45
约 8:58

1:17
出 20:1
罗 5:21

1:18
出 33:20
太 11:27

1:21
太 11:14
申 18:18

1:23
赛 40:3

a Jhn 1:1 道 oJ lovgo" 原文作话, 下同.
b Jhn 1:3-4 万物... pavnta di= aujtou' ejgevneto, kaiV
cwriV" aujtou' ejgevneto oujdeV e{n. o} gevgonen ejn
aujtw'/ zwhV h\n, kaiV hJ zwhV h\n toV fw'" tw'n aj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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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d、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
生子的荣光。
Jhn 1: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
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
来在我以前。
Jhn 1:16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
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Jhn 1:17 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
的。
Jhn 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
神．只
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
出来。
Jhn 1:19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
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
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
是谁。
Jhn 1:20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
说、我不是基督。
Jhn 1:21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
谁呢、是以利亚么．他说、我不
是．是那先知么、他回答说、不
是。
Jhn 1:22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回覆差我们来的人．你
自己说、你是谁。
Jhn 1:23 他说、我就是那声音、那声
音在旷野喊着说、修直主的道
qrwvpwn: 或译作万有是藉着他发生(而有)的、没
有他没有一样会发生(而存在)。凡在他里头发生
的是[或作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c Jhn 1:12 凡接待... o{soi deV e[labon aujtovn,
e[dwken aujtoi'" ejxousivan tevkna qeou'
genevsqai, toi'" pisteuvousin eij" toV o[noma auj tou', 和合本译作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
d Jhn 1:14 住在.. ejskhvnwsen ejn hJmi'n, 原文或作
曾在我们当中支搭帐幕, 参看启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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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Jhn 1:24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
的。〔或作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
Jhn 1:25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
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
知*、为什么施洗呢。
Jhn 1:26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
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
你们不认识的、
Jhn 1:27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
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Jhn 1:28 这是在约但河外伯大尼、
〔有古卷作伯大巴喇〕约翰施洗的
地方作的见证。
Jhn 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
他那里、就说、看哪、 神的羔
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
的。
Jhn 1:30 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
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Jhn 1:31 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
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
色列人。
Jhn 1: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
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
在他的身上。
Jhn 1:33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
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
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
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Jhn 1:34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
神的儿子。

Jhn 1:35 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
1:25*
申 18:18
徒 3:22

1:26
徒 1:5

1:28
太 3:1
可 1:4
路 3:2-3

1:29
赛 53:7

1:32
太 3:16
可 1:10

1:33
太 3:11
可 1:8
路 3:16
徒 1:5
徒 10:44
徒 19:5-6

1:34
太 11:3

1:40-41
太 4:18

1:42
太 10:2

1:45*
民 6:2
士 13:5
撒上 1:11
摩 2:11

a Jhn 1:23 他说... e[fh: ejgwV fwnhV bow'nto" ejn th'/
ejrhvmw/: eujquvnate thVn oJdoVn kurivou, kaqwV"
ei\pen jHsai?a" oJ profhvth". 和合本译作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His Faith

123

站在那里。
Jhn 1:36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
哪、这是 神的羔羊。
Jhn 1:37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
跟从了耶稣。
Jhn 1:38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
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
么。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
（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
Jhn 1:39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
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
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
Jhn 1:40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
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
兄弟安得烈。
Jhn 1:41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
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
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
督）
Jhn 1:42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
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
门、〔约翰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约
拿〕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出
来、就是彼得。）
Jhn 1:43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
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
跟从我罢。
Jhn 1:44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
得烈、彼得同城。
Jhn 1:45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
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Jhn 1:46 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
能出什么好的么。腓力说、你来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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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Jhn 1:47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

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
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Jhn 1:48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那
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
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
下、我就看见你了。
Jhn 1:49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
神
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Jhn 1:50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
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
么．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Jhn 1:51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去。
1:47*
罗 2:29

1:49
可 1:1
约 6:69
约 11:27

1:51
创 28:12
*启 4:1

2:13
约 6:4
约 11:55

2:15
太 21:12

2:17
诗 69:9

第二章
Jhn 2: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

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
里。
Jhn 2: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
赴席。
Jhn 2: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
说、他们没有酒了。
Jhn 2:4 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
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
候还没有到。
Jhn 2: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
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
Jhn 2:6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
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
三桶水。
Jhn 2:7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
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Jhn 2:8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
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二章

Jhn 2:9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

并不知道是那里来的、只有舀水
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
来、
Jhn 2: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
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Jhn 2: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
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
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
了。
Jhn 2:12 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
亲弟兄和门徒、都下迦百农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Jhn 2:13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
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Jhn 2:14 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
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
里．
Jhn 2:15 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
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
子。
Jhn 2:16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
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
作买卖的地方。
Jhn 2:17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
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Jhn 2:18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显
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证明你有
权作这些事呢a。
a Jhn 2:18 因此...
jApekrivqhsan ou\n oiJ jIoudai'oi kaiV ei\pan
aujtw'/: tiv shmei'on deiknuvei" hJmi'n o{ti tau'ta
poiei'"; 和合本译作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作
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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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n 2:1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

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Jhn 2:20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
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
建立起来么。
Jhn 2:21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
体为殿。
Jhn 2:22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
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
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Jhn 2:23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
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
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
Jhn 2:24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 他
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Jhn 2:25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第三章

2:19
太 26:61
撒下 7:13

2:20*
但 9:25

2:22*
约 14:26

2:24*
不相信

2:25
太 9:4

3:3
多 3:5
彼前 1:3
*重生:或
作是从上
头生的

3:5
*约 4:14
约 7:39

3:14
民 21:8

Jhn 3:1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 3:17

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Jhn 3:2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
比、我们知道你是由 神那里来
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 神同在、无人能行。
Jhn 3: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
神的国。
Jhn 3:4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
出来么。
Jhn 3: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 神的国。
Jhn 3: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
灵生的、就是灵。
Jhn 3:7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
His Faith

太 18:11
约 12:47

要以为希奇。
Jhn 3: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
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
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
此。
Jhn 3:9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
事呢。
Jhn 3:10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
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么。
Jhn 3:1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
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
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
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Jhn 3:12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
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
何能信呢。
Jhn 3:13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
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Jhn 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
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Jhn 3: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
生〕

神如此地爱世人、就是
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a
Jhn 3:17 因为
神差他的儿子降
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
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
Jhn 3: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
Jhn 3:16

a Jhn 3:16
神... ou{tw" gaVr hjgavphsen oJ qeoV"
toVn kovsmon, w{ste toVn uiJon
V toVn monogenh'
e[dwken, i{na pa'" oJ pisteuvwn eij" aujtoVn mhV
ajpovlhtai ajll= e[ch/ zwhVn aijwn
v ion. 和合本译作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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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独生子的名。
Jhn 3:19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
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
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Jhn 3:20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
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Jhn 3:21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
显明他所行的是靠 神而行。
Jhn 3:22 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
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
Jhn 3:23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
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
受洗。
Jhn 3:24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
里。
Jhn 3:25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
人辩论洁净的礼。
Jhn 3:26 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
同你在约但河外、你所见证的那
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
去了。
Jhn 3:27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
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Jhn 3:28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
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
给我作见证。
Jhn 3:29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
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
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Jhn 3:30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Jhn 3:31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
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
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
的、是在万有之上。
Jhn 3:32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
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四章

Jhn 3:33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证
3:22
约 4:2

3:23
约 1:33

3:29
太 9:15

3:34
约一 4:6

3:35

神是真的。a
Jhn 3:34
神所差来的、就说 神
的话．因为 神赐圣灵给他、是
没有限量的。
Jhn 3:35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
手里。
Jhn 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
的人得不着永生、〔原文作不得见
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太 11:27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徒 10:36
罗 9:5
罗 11:36 Jhn 4:1
林前 3:21
弗 1:22
西 1:16
Jhn 4:2
来 1:2

第四章

4:2
林前 1:17

4:9
太 10:5
王下
17:24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
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Jhn 4:3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
去．
Jhn 4:4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Jhn 4:5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
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
子约瑟的那块地。
Jhn 4:6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
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
午正。
Jhn 4:7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
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
喝。
Jhn 4:8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Jhn 4:9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
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
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
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Jhn 4:10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
a Jhn 3:33 那领受... oJ labwVn aujtou' thVn marturivan ejsfravgisen o{ti oJ qeoV" ajlhqhv" ejstin.
和合本译作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
神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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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
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
了你活水。
Jhn 4:11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
器具、井又深、你从那里得活水
呢。
Jhn 4:12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
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
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
比他还大么。
Jhn 4:13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Jhn 4: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
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
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Jhn 4:15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
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
远打水。
Jhn 4:16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
到这里来。
Jhn 4:17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
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Jhn 4:18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
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
话是真的．
Jhn 4:19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
先知。
Jhn 4:20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
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Jhn 4:21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
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Jhn 4:22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
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His Faith

Jhn 4: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

4:14
约 3:5

4:26
赛 48:12

4:31*
徒 13:42

4:34
太 4:4

真正拜父的、要在灵和真理里
面a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
他。
Jhn 4:24
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
须在灵和真理里面拜他。b
Jhn 4:25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
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
们。
Jhn 4:26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
是他。
Jhn 4:27 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
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
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
么和他说话。
Jhn 4:28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
城里去、对众人说、
Jhn 4:29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
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
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么。
Jhn 4:30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
去。
*
Jhn 4:31 这其间 、门徒对耶稣说、
拉比、请吃。
Jhn 4:32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
们不知道的。
Jhn 4:33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
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么。
Jhn 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
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
a Jhn 4:23 在灵和真理里面 ejn pneuvmati kaiV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用心灵和诚实
b Jhn 4:24
神是... pneu'ma oJ qeov", kaiV touV"
proskunou'nta" aujtoVn ejn pneuvmati kaiV ajl hqeiva/ dei' proskunei'n. 和合本译作 神是个
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
实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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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Jhn 4:35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

候、还有四个月么．我告诉你
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
了、〔原文作发白〕可以收割了。
Jhn 4:36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
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
同快乐。
Jhn 4:37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
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Jhn 4:38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
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
们所劳苦的。
Jhn 4:39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
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
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Jhn 4:40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
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
在那里住了两天。
Jhn 4:41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
多了．
Jhn 4:42 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
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Jhn 4:43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
地方、往加利利去。
Jhn 4:44 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
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
的。
Jhn 4:45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
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
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
也是上去过节。
Jhn 4:46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
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五章

4:35
太 9:37

4:40 cp
太 8:34

4:50
罗 10:10

5:2*
尼 3:1

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迦
百农患病。
Jhn 4:47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
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
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
了。
Jhn 4:48 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
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Jhn 4:49 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
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Jhn 4:50 耶稣对他说、回去罢．你的
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
话、就回去了。
Jhn 4:51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
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Jhn 4:52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
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Jhn 4:53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
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
全家就都信了。
Jhn 4:54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
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
行的。

第五章
Jhn 5:1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

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
Jhn 5: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 有
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
大、旁边有五个廊子。
Jhn 5:3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
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
在此有等候水动
Jhn 5:4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
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
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Jhn 5:5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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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
Jhn 5:6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
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
么。
Jhn 5:7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
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
下去。
Jhn 5:8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
褥子走罢。
Jhn 5:9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
来走了。
Jhn 5:10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
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
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Jhn 5:11 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
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罢。
Jhn 5:12 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
子走的、是什么人。
Jhn 5:13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
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
了。
Jhn 5:14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
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Jhn 5:15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
他痊愈的是耶稣。
Jhn 5:16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
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
Jhn 5:17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
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Jhn 5:18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
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
称 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 神
当作平等。
Jhn 5:19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
His Faith

5:14
伯 33:19

5:17
创 2:3

5:18
太 12:14

5:19
太 16:19

5:21
申 32:39
撒上 2:6

5:25
太 11:15

5:29
但 12:2
太 25:46
启 20:12

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
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
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
作。
Jhn 5:20 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
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
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希奇。
Jhn 5:21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
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Jhn 5:22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
判的事全交与子。
Jhn 5: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
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
差子来的父。
Jhn 5: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听见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
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
死入生了。a
Jhn 5:25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
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
就要活了。
Jhn 5:26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
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
有生命．
Jhn 5:27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
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Jhn 5:28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
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Jhn 5:29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
a Jhn 5:24 我实实在在的... jAmhVn ajmhVn levgw
uJmi'n o{ti oJ toVn lovgon mou ajkouvwn kaiV pisteuvwn tw'/ pevmyantiv me e[cei zwhVn aijwn
v ion kaiV
eij" krivsin oujk e[rcetai, ajllaV metabevbhken ejk
tou' qanavtou eij" thVn zwhvn. 和合本译作我实
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
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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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定罪。
Jhn 5:30 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
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
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
思。
Jhn 5:31 我若为自己作见证、我的
见证就不真。
Jhn 5:32 另有一位给我作见证．我
也知道他给我作的见证是真的。
Jhn 5:33 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
他为真理作过见证。
Jhn 5:34 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
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
要叫你们得救。
Jhn 5:35 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
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
Jhn 5:36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
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
事、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
我是父所差来的。
Jhn 5:37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
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
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
Jhn 5:38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
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
信。
Jhn 5:39 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
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
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Jhn 5:40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
得生命。
Jhn 5:41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Jhn 5:42 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
神的爱。
Jhn 5:43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六章

5:30
太 26:39
约 6:38
腓 2:8
创 4:10
创 18:21

5:31
民 35:30
申 17:6
申 19:15

5:34*
加 1:12

5:36*
出 3:12
罗 11:27

5:42
约一 5:3

5:45

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
来、你们倒要接待他。
Jhn 5:44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
从独一之 神来的荣耀、怎能信
我呢。
Jhn 5:45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
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
所仰赖的摩西。
Jhn 5:46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
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
话。
Jhn 5:47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
信我的话呢。

林后 3:7

第六章

5:46

Jhn 6:1 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

申 18:15
民 21:8
路 24:27
出 16:18

海、就是提比哩亚海。
Jhn 6:2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
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6:4
Jhn 6:3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
约 2:13
约 11:55
在那里。
出 12:11
Jhn 6:4 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6:9
太 14:17 Jhn 6:5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
王下 4:42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
44
可 6:38
些人吃呢。
路 9:13
Jhn 6:6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Jhn 6:7 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
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
是不够的。
Jhn 6:8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
的兄弟安得烈、对耶稣说、
Jhn 6:9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
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
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Jhn 6:10 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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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数目约有五千。
Jhn 6:11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
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
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Jhn 6:12 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
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Jhn 6:13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
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
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Jhn 6:14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
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
的先知*。
Jhn 6:15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
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
了。
Jhn 6:16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
边去、
Jhn 6:17 上了船、要过海往迦百农
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
到他们那里。
Jhn 6:18 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
起来。
Jhn 6:19 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
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
近了船、他们就害怕。
Jhn 6:20 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
怕。
Jhn 6:21 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
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Jhn 6:22 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
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
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
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
的．
Jhn 6:23 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哩
His Faith

6:11
太 26:26

6:12*
太 15:27

6:13
太 14:20

6:14
太 21:11
*约 1:25
申 18:18

6:19
太 14:26

6:27
赛 55:2

6:29
出 32:16

6:31
尼 9:15
诗 78:25

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
的地方。
Jhn 6:24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
那里、就上了船、往迦百农去找
耶稣。
Jhn 6:25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
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
的。
Jhn 6:26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
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
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Jhn 6:27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
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
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
为人子是父 神所印证的。
Jhn 6:28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
么、才算作 神的工呢。
Jhn 6:29 耶稣回答说、你们信
神
a
所差来的、这就是 神的工 。
Jhn 6:30 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作什
么事呢。
Jhn 6:31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
哪、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
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Jhn 6:32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
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
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
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Jhn 6:33 因为
神的粮、就是那从
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Jhn 6:34 他们说、主阿、常将这粮赐
给我们。
a Jhn 6:29 你们... tou'tov ejstin toV e[rgon tou'
qeou', i{na pisteuvhte eij" o}n ajpevsteilen
ejkei'no". 和合本译作信 神所差来的、这就是
作 神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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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hn 6:35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
的、永远不渴。
Jhn 6:36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
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
*
Jhn 6:37 凡 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
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
不丢弃他。
Jhn 6:38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
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
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Jhn 6:39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
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
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Jhn 6:40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
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
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Jhn 6:41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
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
他．
Jhn 6:42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
稣么．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
么．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呢。
Jhn 6:43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
家议论。
Jhn 6:44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
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
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
活。
Jhn 6:45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
们都要蒙 神的教训。’凡听见
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
来。
Jhn 6:46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6:35
结 36:29

6:37*
约一 2:2
太 24:24
约 10:28

6:38
太 26:39
约 5:30

6:39*
启 20:5
约 6:40
约 6:44
约 6:54

6:42
太 13:55

6:45
赛 54:13
耶 31:34
弥 4:2

6:53
利 17:11

a Jhn 6:35 我是生命的粮 ejgwv eijmi oJ a[rto" th'"
zwh'": 和合本译作我就是生命的粮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六章

惟独从 神来的、他看见过父。
Jhn 6:47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b
Jhn 6:48 我就是生命的粮 。
Jhn 6:49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
哪、还是死了。
Jhn 6:50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Jhn 6:5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
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
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
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Jhn 6:52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
呢。
Jhn 6:53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
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
们里面。
Jhn 6: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
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Jhn 6: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
血真是可喝的。
Jhn 6: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
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Jhn 6:57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
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
人、也要因我活着。
Jhn 6:58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
死了。
Jhn 6:59 这些话是耶稣在迦百农会
堂里教训人说的。
Jhn 6:60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
b Jhn 6:48 我就是... jEgwv eijmi oJ a[rto" th'"
zwh'". 原文作我是生命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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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Jhn 6:61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
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
们厌弃么。〔厌弃原文作跌倒〕
Jhn 6:62 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
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Jhn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
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Jhn 6:64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
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
他、谁要卖他。
Jhn 6:65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
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
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Jhn 6:66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
的、不再和他同行。
Jhn 6:67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
说、你们也要去么。
Jhn 6:68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阿、你
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Jhn 6:69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
是 神的圣者。
Jhn 6:70 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
们十二个门徒么．但你们中间有
一个是魔鬼。
Jhn 6:71 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
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
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
的。

6:63
书 1:7
撒上 4:9

6:69
可 1:1

7:2
利 23:34
申 16:13
申 16:16
申 31:10
拉 3:4
尼 8:14
亚 14:16
约 7:2

7:7
创 37:2

7:14
申 31:10
-13

7:15
耶 31:33

第七章
Jhn 7:1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

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
人想要杀他。
Jhn 7:2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
Jhn 7:3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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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里上犹太去罢、叫你的门徒
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Jhn 7:4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
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
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Jhn 7:5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
因为不信他。
Jhn 7:6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
的。
Jhn 7:7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
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作的事是
恶的。
Jhn 7:8 你们上去过节罢．我现在不
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
有满。
Jhn 7:9 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
利利。
Jhn 7:10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
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
去的。
Jhn 7:11 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
稣说、他在那里。
Jhn 7:12 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
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
是迷惑众人的。
Jhn 7:13 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
他、因为怕犹太人。
Jhn 7:14 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
教训人。
Jhn 7:15 犹太人就希奇说、这个人
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Jhn 7:16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
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Jhn 7:17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
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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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Jhn 7:18 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
的荣耀．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
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
不义。
Jhn 7:19 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
么．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Jhn 7:20 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
了．谁想要杀你。
Jhn 7:21 耶稣说、我作了一件事、你
们都以为希奇。
Jhn 7:22 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
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
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
人行割礼。
Jhn 7:23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
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
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
生气么。
Jhn 7:24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
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Jhn 7:25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
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么。
Jhn 7:26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
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
知道这是基督么。
Jhn 7:27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那
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
人知道他从那里来。
Jhn 7:28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
我从那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
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
不认识他。
Jhn 7:29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七章

7:22
太 12:5

7:23
太 12:5

7:39*
约 12:28
-33

7:40*
约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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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Jhn 7:30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
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
没有到。
Jhn 7:31 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
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
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
么。
Jhn 7:32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
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
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Jhn 7:33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
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
差我来的那里去。
Jhn 7:34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
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Jhn 7:35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
人要往那里去、叫我们找不着
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
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么。
Jhn 7:36 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
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
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Jhn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
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Jhn 7: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Jhn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
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
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
荣耀*。
Jhn 7:40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
真是那先知*。
Jhn 7:41 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
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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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Jhn 7:42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

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
来的么。
Jhn 7:43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分
争。
Jhn 7:44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
无人下手。
Jhn 7:45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
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
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Jhn 7:46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
他这样说话的。
Jhn 7:47 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
迷惑么。
Jhn 7:48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
信他的呢。
Jhn 7:49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
姓、是被咒诅的。
Jhn 7:50 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
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
Jhn 7:51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
道他所作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么。
Jhn 7:52 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
加利利么．你且去查考、就可知
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Jhn 8:4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
7:42
创 35:19
得 1:2
弥 5:2
太 2:1

7:46
太 7:29

8:6
申 9:10
但 5:5

第八章
Jhn 8:1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

却往橄榄山去。
Jhn 8:2 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
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
们。
Jhn 8:3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
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
当中。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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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Jhn 8: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
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
把他怎么样呢。
Jhn 8:6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
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Jhn 8:7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
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
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
石头打他．
Jhn 8:8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
上画字。
Jhn 8:9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
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
中。
Jhn 8:10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
定你的罪么。
Jhn 8:11 他说、主阿、没有。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此不
要再犯罪了。
Jhn 8: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
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
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Jhn 8:13 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
自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
Jhn 8:14 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
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
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你
们却不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
去。
Jhn 8:15 你们是以外貌〔原文作凭肉
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八章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八章
Jhn 8:16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

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
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Jhn 8:17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Jhn 8:18 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
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
Jhn 8:19 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
那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
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Jhn 8:20 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
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
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Jhn 8: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
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
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
能到。
Jhn 8:22 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
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
尽么。
Jhn 8:2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
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
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
界的。
Jhn 8:24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
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
督、必要死在罪中。
Jhn 8:25 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
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
诉你们的。
Jhn 8:26 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
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
世人。
Jhn 8:27 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八章

8:17
申 17:6
太 18:16

8:36
林后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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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
Jhn 8:28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
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
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
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
所教训我的。
Jhn 8:29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
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
Jhn 8:30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
许多人信他。
Jhn 8: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
我的门徒。
Jhn 8: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
叫你们得以自由。
Jhn 8:33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
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
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
由呢。
Jhn 8: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
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
罪的奴仆。
Jhn 8:35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Jhn 8: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
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Jhn 8:37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
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
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Jhn 8:38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
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
的父那里听见的。
Jhn 8:39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
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
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
FOJC.NET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八章

行的事。
Jhn 8:40 我将在
神那里所听见的
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
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
的事．
Jhn 8:41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
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
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 神。
Jhn 8:42 耶稣说、倘若
神是你们
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
是出于 神、也是从 神而来、
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
来。
Jhn 8:43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
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
道。
Jhn 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
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
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
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
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
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Jhn 8:45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
就因此不信我。
Jhn 8:46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
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
什么不信我呢。
Jhn 8:47 出于
神的、必听 神的
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
于 神。
Jhn 8:48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
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
的、这话岂不正对么。
Jhn 8:49 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
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Jhn 8:50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
His Faith

8:44
创 3:15
太 13:38
徒 13:10
约一 3:8

8:47
约一 4:6
路 10:16
结 3:7

8:51
出 15:19
诗 23:4
诗 94:9
出 4:11
林前
15:45

8:56
创 18:2

8:58
约 1:15
来 12:2
启 21:6
启 22:13
赛 48:12

9:1-3
出 4:11

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Jhn 8:5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
死。
Jhn 8:52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
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
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
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Jhn 8:53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
拉罕还大么。他死了、众先知也
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Jhn 8:54 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
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
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
说是你们的 神。
Jhn 8:55 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
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
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
他、也遵守他的道。
Jhn 8:56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
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
了、就快乐。
Jhn 8:57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
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Jhn 8:58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
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
了我。
Jhn 8:59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第九章
Jhn 9:1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

人生来是瞎眼的。
Jhn 9:2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
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
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Jhn 9:3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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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九章

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
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
Jhn 9:4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
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
人能作工了。
Jhn 9:5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
光。
*
Jhn 9:6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
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
眼睛上、
Jhn 9:7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
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
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
了。
Jhn 9:8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
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
着讨饭的人么。
Jhn 9:9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
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
我。
Jhn 9:10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
怎么开的呢。
Jhn 9:11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
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
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
一洗、就看见了。
Jhn 9:12 他们说、那个人在那里．他
说、我不知道。
Jhn 9:13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
到法利赛人那里。
Jhn 9:14 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
是安息日。
Jhn 9:15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
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
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
看见了。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九章

Jhn 9:16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

人不是从 神来的、因为他不守
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
约 11:9-10
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
9:5
约 1:4
分争。
Jhn 9:17 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
9:6
民 12:14
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
9:16
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太 12:10
Jhn 9:18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
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
的父母来、
Jhn 9:19 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
子么．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Jhn 9:20 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
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
知道的。
Jhn 9:21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
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
人、你们问他罢．他自己必能
说。
Jhn 9:22 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
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
出会堂。
Jhn 9:23 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
了人、你们问他罢。
Jhn 9:24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
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
该将荣耀归给 神．我们知道这
人是个罪人。
Jhn 9:25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
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
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Jhn 9:26 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作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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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
Jhn 9:27 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
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
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
么。
Jhn 9:28 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
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Jhn 9:29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
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
道他从那里来。
Jhn 9:30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
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那里
来、这真是奇怪。
Jhn 9:31 我们知道
神不听罪人．
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 神
才听他。
Jhn 9:32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
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Jhn 9:33 这人若不是从
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作。
Jhn 9:34 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
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么。于是
把他赶出去了。
Jhn 9:35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
去．后来遇见了他、就说、你信
神的儿子么。
Jhn 9:36 他回答说、主阿、谁是
神
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Jhn 9:37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
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Jhn 9:38 他说、主阿、我信．就拜耶
稣。
Jhn 9:39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
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
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Jhn 9:40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
His Faith

9:31
诗 5:4
赛 59:2
太 25:12

9:39
约 12:47
罗 10:20
罗 15:21

10:7
赛 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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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
了眼么。
Jhn 9:41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
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
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
还在。

第十章
Jhn 10: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
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
盗。
Jhn 10:2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
人。
Jhn 10:3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
听他的声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
羊、把羊领出来。
Jhn 10:4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
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
他的声音。
Jhn 10:5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
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Jhn 10:6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
思。
Jhn 10:7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
的门
Jhn 10:8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Jhn 10: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Jhn 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
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
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Jhn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
舍命。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章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章
Jhn 10: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

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
了羊群。
Jhn 10:13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
并不顾念羊。
Jhn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
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Jhn 10:15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
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Jhn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
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
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Jhn 10:17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
去、好再取回来。
Jhn 10:18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
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
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
的命令。
Jhn 10:19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
分争。
Jhn 10:20 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
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
呢。
Jhn 10:21 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
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
睛开了呢。
Jhn 10: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
冬天的时候。
Jhn 10:23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
下行走。
Jhn 10:24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
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
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Jhn 10:25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章

10:18
约 11:25

10:26*
撒上 2:25

10:28
太 24:24
约 6:37
罗 8:28

10:29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约 3:35
徒 10:36
罗 9:5
罗 11:36
林前 3:21
弗 1:22
西 1:16
来 1:2

10:34
诗 82:6

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
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
*
Jhn 10:26 只是你们不信、因为 你们
不是我的羊。
Jhn 10: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
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Jhn 10:28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
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
他们夺去。
Jhn 10:29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
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
他们夺去。
Jhn 10:30 我与父原为一。
Jhn 10:31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
打他。
Jhn 10:32 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
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
那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Jhn 10:33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
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亵
渎的话a．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
己当作 神。
Jhn 10:34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
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
神’么。
Jhn 10:35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
那些承受 神道的人、尚且称为
神、
Jhn 10:36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
间来的、他自称是 神的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
么。
Jhn 10:37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
就不必信我。
Jhn 10:38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
a Jhn 10:33 亵渎的话 blasfhmiva" 和合本译作僭
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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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
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
在父里面。
Jhn 10:39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
他们的手走了。
Jhn 10:40 耶稣又往约但河外去、到
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
那里。
Jhn 10:41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
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Jhn 10:42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
了。

Jhn 11:9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

10:40
太 19:1

11:9-10
约 9:4
约 12:46

11:11
帖前 4:13

第十一章
Jhn 11: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

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马利亚
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
Jhn 11:2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
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
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Jhn 11:3 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
耶稣说、主阿、你所爱的人病
了。
Jhn 11:4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
于死、乃是为 神的荣耀、叫
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Jhn 11:5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
子、并拉撒路。
Jhn 11:6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
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Jhn 11:7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
犹太去罢。
Jhn 11:8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
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
么。
His Faith

十二小时么。人在白日走路、就
不至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
光。
Jhn 11:10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
倒、因为光不在他里头a。
Jhn 11:11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
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Jhn 11:12 门徒说、主阿、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
Jhn 11:13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
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Jhn 11:14 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
说、拉撒路死了。
Jhn 11:15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
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
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
罢。
Jhn 11:16 多马、又称为低土马、就
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
他同死罢。
Jhn 11:17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
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Jhn 11:18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六里路。
Jhn 11:19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
马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
们。
Jhn 11:20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
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
里。
Jhn 11:21 马大对耶稣说、主阿、你
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Jhn 11:22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
a Jhn 11:10 因为光不在他里头 o{ti toV fw'" oujk
e[stin ejn aujtw'/. 和合本译作因为他没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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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向 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
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给你。
Jhn 11:35 耶稣哭了。
11:25*
Jhn 11:23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
Jhn 11:36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
出 3:14
太 14:27 人是何等恳切
活。
。
太 22:32
Jhn 11:24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 可 14:62 Jhn 11:37 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
约 4:26
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
约 18:6
*
启 1:17
Jhn 11:25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 、
么。
*
11:27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
Jhn 11:38 耶稣又心里 悲叹、来到坟
可 1:1
a
了、也必复活．
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
11:33*
Jhn 11: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 灵里: tw'/ 头挡着。
pneuvmati
不死。你信这话么。
Jhn 11:39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
和合本译
Jhn 11:27 马大说、主阿、是的．我信 作心里
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
你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就是 11:38* 主阿、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
心里: ejn
那要临到世界的。
eJautw'/ 原 死了已经四天了。
文作里头:
Jhn 11:28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
Jhn 11: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
暗的叫他妺子马利亚说、夫子来
过、你若信、就必看见 神的荣
了、叫你。
耀么。
Jhn 11:29 马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
Jhn 11:41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
来、到耶稣那里去。
举目望天说、父阿、我感谢你、
Jhn 11:30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
因为你已经听我。
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Jhn 11:42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
Jhn 11:31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
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
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
Jhn 11:43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
那里去哭。
说、拉撒路出来。
Jhn 11:32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
Jhn 11:44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
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
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
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
们说、解开、叫他走。
死。
Jhn 11:45 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
Jhn 11:33 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
人、见了耶稣所作的事、就多有
*
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灵里
信他的．
悲叹、又甚忧愁．
Jhn 11:46 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
Jhn 11:34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
的、将耶稣所作的事告诉他们。
Jhn 11:47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
a Jhn 11:25 耶稣 ei\pen aujth'/ oJ jIhsou'": ejgwv
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
eijmi hJ ajnavstasi" kaiV hJ zwhv: oJ pisteuvwn eij"
ejmeV ka]n ajpoqavnh/ zhvsetai, 原文作耶稣对他
怎么办呢。
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

、

、

．

、

、

也必活着．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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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n 11:48 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

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
土、和我们的百姓。
11:51
Jhn 11:49 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
太 7:22
法、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
11:55
约 2:13
你们不知道什么。
约 6:4
Jhn 11:50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 12:2*
路 10:38
处。
12:3
Jhn 11:51 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 太 26:7
可 14:3
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预言耶 约 11:2
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12:7
Jhn 11:52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 太 26:11
将 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 12:15
亚 9:9
一。
太 21:5
Jhn 11:53 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
耶稣。
Jhn 11:54 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
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
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
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
Jhn 11:55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
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
在节前洁净自己。
Jhn 11:56 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
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
不来过节么。
Jhn 11:57 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
那里、就要报明、好去拿他。

第十二章
Jhn 12:1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

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
复活之处。
Jhn 12:2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
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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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坐席的人中。
Jhn 12:3 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
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
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
香气。
Jhn 12:4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
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Jhn 12:5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
十两银子赒济穷人呢。
Jhn 12:6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
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
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Jhn 12:7 耶稣说、由他罢、他是为我
安葬之日存留的。
Jhn 12:8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
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Jhn 12:9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
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
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
的拉撒路。
Jhn 12:10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
也要杀了．
Jhn 12:11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
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Jhn 12:12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
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Jhn 12:13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
他、喊着说、和散那、奉主名来
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Jhn 12:14 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
上．如经上所记的说、
Jhn 12:15‘锡安的民哪、〔民原文作
女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
驹来了。’
Jhn 12:16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二章

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
然向他这样行了。
Jhn 12:17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
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
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
Jhn 12:18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
神迹、就去迎接他。
Jhn 12:19 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
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
去了。
Jhn 12:20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
中、有几个希利尼人。
Jhn 12:21 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
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
意见耶稣。
Jhn 12:22 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
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Jhn 12:23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
候到了。
Jhn 12: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
子粒来。
Jhn 12:25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
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
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a
Jhn 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
我．我在那里、服事我的人、也
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
必尊重他。
*
Jhn 12:27 我现在魂里 忧愁、我说什
么才好呢．父阿、救我脱离这时

12:25
伯 42:6
太 10:39
太 16:25

12:27
太 26:39
*: 魂里: hJ
yuchv 和
合本译作
心里

12:28
太 3:17
声音:
创 3:8
申 5:25
撒上 3:4
王上
19:13
路 9:35

12:29
启 10:4

12:31*
启 11:4

12:38
赛 53:1

12:39*
书 24:19

12:40
赛 6:10
结 12:2

a Jhn 12:25 爱惜... oJ filw'n thVn yuchVn aujtou'
ajpolluvei aujthvn, kaiV oJ misw'n thVn yuchVn auj tou' ejn tw'/ kovsmw/ touvtw/ eij" zwhVn aijwn
v ion
fulavxei aujthvn. 原文作爱惜自己魂的、就要失
丧他的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他
的魂进到永生．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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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Jhn 12:28 父阿、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
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Jhn 12:29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
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
对他说话。
Jhn 12:30 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
我、是为你们来的。
Jhn 12:31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
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Jhn 12:32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
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Jhn 12:33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
将要怎样死说的。
Jhn 12:34 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
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
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
子是谁呢。
Jhn 12:35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
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
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
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
往何处去。
Jhn 12:36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
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
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
了。
Jhn 12:37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
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
Jhn 12:38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
的话、说、‘主阿、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
呢。’
*
Jhn 12:39 他们所以不能 信、因为以
赛亚又说、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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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n 12:40‘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

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
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
们。’
Jhn 12:41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
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Jhn 12:42 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
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
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
堂。
Jhn 12:43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 神的荣耀。
Jhn 12:44 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
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Jhn 12:45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
我来的。
Jhn 12:46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
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Jhn 12:47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
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
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Jhn 12:48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Jhn 12:49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惟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
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Jhn 12:50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
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
着父对我所说的。

12:44
太 10:40

12:46
约 1:4

12:47
太 18:11

12:48*
约一 2: 18

12:50*
约 17:3

13:1
太 26:2
可 14:1
路 22:1

13:3
太 11:27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约 3:35
徒 10:36
罗 9:5
罗 11:36
林前 3:21
弗 1:22
西 1:16
来 1:2

13:15
太 11:29

第十三章
Jhn 13: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

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
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
底。
Jhn 13:2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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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
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Jhn 13:3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
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 神出
来的、又要归到 神那里去、
Jhn 13:4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束腰。
Jhn 13:5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
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
擦干。
Jhn 13:6 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
说、主阿、你洗我的脚么。
Jhn 13:7 耶稣回答说、我所作的、你
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Jhn 13:8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
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
与我无分了。
Jhn 13:9 西门彼得说、主阿、不但我
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Jhn 13:10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
的。
Jhn 13:11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
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
的。
Jhn 13:12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
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作的、你们明白么。
Jhn 13:13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
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Jhn 13:14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
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
彼此洗脚。
Jhn 13:15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
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三章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三章
Jhn 13:16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Jhn 13:28 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
大于差他的人。
Jhn 13:17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
行就有福了。
Jhn 13:18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
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
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
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
我。’
Jhn 13:19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
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
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Jhn 13:20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
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
的。
*
Jhn 13:21 耶稣说了这话、灵里 忧
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了。
Jhn 13:22 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
说的是谁。
Jhn 13:23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
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
Jhn 13:24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
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
Jhn 13:25 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
的胸膛、问他说、主阿、是谁呢。
Jhn 13:26 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
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
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
大。
Jhn 13:27 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
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
的快作罢。

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
Jhn 13:29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
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
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甚
么赒济穷人。
Jhn 13:30 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
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Jhn 13:31 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
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
上也得了荣耀。
Jhn 13:32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
Jhn 13:33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
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
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
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
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Jhn 13: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Jhn 13: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
徒了。
Jhn 13:36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
那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
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
却要跟我去．
Jhn 13:37 彼得说、主阿、我为什么
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
命。
Jhn 13:38 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
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
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13:18
诗 41:9

13:21
太 26:20
*:灵里:
tw'/
pneuvmati
和合本译
作心里

13:34
约 15:12
约一 1:5

13:38
太 26:34

第十四章
Jhn 14: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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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神、也当信我。

Jhn 14: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
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去。
Jhn 14: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
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
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
里。
Jhn 14:4 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
条路、你们也知道。〔有古卷作我
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

14:13
太 7:7
约 15:7
约 16:23
约 16:24

14:18
创 46:4

14:21
创 18:1

Jhn 14:5 多马对他说、主阿、我们不 14:22

知道你往那里去、怎么知道那条
路呢。
Jhn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Jhn 14:7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
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
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Jhn 14:8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
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Jhn 14:9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
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
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
呢。
Jhn 14:10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
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所说的
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
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Jhn 14:11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
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
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
Jhn 14:1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His Faith

徒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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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
往父那里去。
Jhn 14:13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
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
耀。
Jhn 14:14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Jhn 14:15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
的命令。
Jhn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
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Jhn 14: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
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
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
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Jhn 14:18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
必到你们这里来。
Jhn 14:19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
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
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Jhn 14: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
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
你们里面。
Jhn 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
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
他显现。
Jhn 14:22 犹大（不是加略人犹
大）问耶稣说、主阿、为什么要
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Jhn 14: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
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
他同住。
Jhn 14:24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四章

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
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Jhn 14:25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Jhn 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
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
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Jhn 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
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
忧愁、也不要胆怯。
Jhn 14:28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
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
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Jhn 14:29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
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
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Jhn 14:30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
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
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Jhn 14:31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
行。起来、我们走罢。

14:26
约 2:22
徒 11:16

14:30*
约 12:47
启 11:4

15:2
路 18:8

15:7
太 7:7
约 14:13
约 16:23
约 16:24

15:12
约 13:34
约一 1:5

第十五章
Jhn 15:1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

培的人。
Jhn 15: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
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Jhn 15:3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
道、已经干净了。
Jhn 15: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
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
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五章

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Jhn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
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
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Jhn 15:6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
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Jhn 15: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
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
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Jhn 15: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
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了。
Jhn 15:9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
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Jhn 15:10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
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
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Jhn 15:11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
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
里面a、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足。
Jhn 15:12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
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Jhn 15:13 人为朋友舍命、没有一个
人的爱比这更大的。b
Jhn 15:14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Jhn 15:15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
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
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
a Jhn 15:11 在你们里面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在你
们心里
b Jhn 15:13 人为... meivzona tauvth" ajgavphn oujdeiV" e[cei, i{na ti" thVn yuchVn aujtou' qh'/ uJpeVr
tw'n fivlwn aujtou'. 和合本译作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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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
了。
Jhn 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
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
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
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Jhn 15:17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
你们彼此相爱。
Jhn 15:18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
〔或作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
恨我了。
Jhn 15:1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
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
以世界就恨你们。
Jhn 15: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
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
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
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
守你们的话。
Jhn 15:21 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
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
识那差我来的。
Jhn 15:22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
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
可推诿了。
Jhn 15:23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Jhn 15:24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
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
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
也看见也恨恶了。
Jhn 15:25 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
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
我。’
Jhn 15: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
His Faith

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
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Jhn 15:27 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
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第十六章
Jhn 16:1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15:20
太 10:24
太 11:12

15:25
诗 35:19
诗 69:4

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Jhn 16:2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
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
为是事奉 神。
Jhn 16:3 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
识父、也未曾认识我。
Jhn 16:4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
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
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
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Jhn 16:5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
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
往那里去。
Jhn 16:6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Jhn 16:7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
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Jhn 16:8 他既来了、就要向世界指
证世人的罪、证实神的义、显明
神的审判．a
Jhn 16:9 世人的罪、是因他们不信
我．b
a Jhn 16:8 他既... kaiV ejlqwVn ejkei'no" ejlevgxei
toVn kovsmon periV aJmartiva" kaiV periV dikaiosuvnh" kaiV periV krivsew": 和合本译作他既来
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
己．
b Jhn 16:9 世人... periV aJmartiva" mevn, o{ti ouj
pisteuvousin eij" ejmev: 和合本译作为罪、是因他
们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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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n 16:10 神的义、是因我往父那里

去、你们就不再见我．a
Jhn 16:11 神的审判、是因这世界的
王*受了审判。b
Jhn 16:12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
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
不能领会〕
Jhn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

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
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
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
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Jhn 16:14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
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Jhn 16: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
诉你们。
Jhn 16:16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
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
我。
Jhn 16:17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
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
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
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Jhn 16:18 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
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
明白他所说的话。
Jhn 16:19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
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
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
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么。

Jhn 16:20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16:11*
约 12:31
约 14:30
启 11:4

16:23
太 7:7
约 14:13
约 15:7

16:32
太 26:31

a Jhn 16:10 神的... periV dikaiosuvnh" dev, o{ti
proV" toVn patevra uJpavgw kaiV oujkevti qewrei'tev
me: 和合本译作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
就不再见我．
b Jhn 16:11 神的... periV deV krivsew", o{ti oJ
a[rcwn tou' kovsmou touvtou kevkritai. 和合本译
作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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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
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
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Jhn 16:21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
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
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
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Jhn 16:22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
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
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Jhn 16:23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
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
我的名、赐给你们。
Jhn 16: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
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Jhn 16:25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
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
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
诉你们．
Jhn 16:26 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
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
你们求父．
Jhn 16:27 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
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
的。
Jhn 16:28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Jhn 16:29 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
并不用比喻了。
Jhn 16:30 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
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
信你是从 神出来的。
Jhn 16:31 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么。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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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n 16:32 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

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
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
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
我同在。
Jhn 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
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
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17:2
太 11:27

17:3*
约 12:50

17:5
箴 8:22

第十七章

17:9*

Jhn 17:1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

耶 7:16
耶 11:14

天说、父阿、时候到了．愿你荣
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Jhn 17:2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
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
你所赐给他的人。
Jhn 17:3 认识你独一的真
神、并
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
就是永生*。
Jhn 17:4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
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Jhn 17:5 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
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
同你所有的荣耀。
Jhn 17:6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
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
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
也遵守了你的道。
Jhn 17:7 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
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Jhn 17:8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
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Jhn 17:9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
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
His Faith

17:12*
约 18:9

17:15*
约一 5:19

17:21*
太 18:19

求、因他们本是你的。
Jhn 17:10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
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
耀。
Jhn 17:11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阿、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
们一样。
Jhn 17:12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
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
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
经上的话得应验。
Jhn 17:13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
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
满我的喜乐。
Jhn 17:14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
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Jhn 17:15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
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

。〔或作脱离罪恶〕

Jhn 17:16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

属世界一样。
Jhn 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Jhn 17:18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
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Jhn 17:19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
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Jhn 17:20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
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
求．
*
Jhn 17:21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
如、父阿、你在我里面、我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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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a．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
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Jhn 17: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
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
我们合而为一。
Jhn 17: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
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
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Jhn 17:24 父阿、我在那里、愿你所
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
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
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
了。
Jhn 17:25 公义的父阿、世人未曾认
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
道你差了我来。
Jhn 17:26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Jhn 18:5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
18:1
太 26:36
*撒下
15:23

18:5-6*
出 3:14
太 14:27
太 22:32
可 14:62
约 4:26
约 11:25
启 1:17

18:6*
撒上 4:18

18:9
约 17:12

18:10
太 26:51

18:11*
太 26:39

18:15
太 26:58

第十八章
Jhn 18:1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

出去、过了汲沦溪*、在那里有一
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
Jhn 18:2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
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
去聚集。
Jhn 18:3 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
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
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
Jhn 18:4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
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
们找谁。
a Jhn 17:21 正如... kaqwV" suv, pavter, ejn ejmoiV kajgwV ejn soiv, 和合本译作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
在你里面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八章

耶稣。耶稣说、我是b*。卖他的犹
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c
Jhn 18:6 耶稣一说、我是 、他们就
退后倒*在地上。
Jhn 18:7 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Jhn 18:8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
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
人去罢。
Jhn 18:9 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
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
落一个。
Jhn 18:10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
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
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
马勒古。
Jhn 18:11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
鞘罢。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
可不喝呢。
Jhn 18:12 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
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
绑了．
Jhn 18:13 先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
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的岳
父。
Jhn 18:14 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
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
是有益的那位。
Jhn 18:15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
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
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
司的院子。
Jhn 18:16 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
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
b Jhn 18:5 我是 ejgwv eijmi. 和合本译作我就是
c Jhn 18:6 我是 ejgwv eijmi. 和合本译作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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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
去。
Jhn 18:17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
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么．他说、
我不是。
Jhn 18:18 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
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
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Jhn 18:19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
和他的教训盘问他。
Jhn 18:20 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
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
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
什么。
Jhn 18:21 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
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
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
Jhn 18:22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
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
这样回答大祭司么。
Jhn 18:23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
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Jhn 18:24 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
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
的。
Jhn 18:25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
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
么。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
Jhn 18:26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
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么。
Jhn 18:27 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
叫了。
Jhn 18:28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
His Faith

18:28
太 27:1

18:38*
约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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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
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
Jhn 18:29 彼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
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
呢。
Jhn 18:30 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
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Jhn 18:31 彼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
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罢。
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
柄。
Jhn 18:32 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
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Jhn 18:33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
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么。
Jhn 18:34 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
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
呢。
Jhn 18:35 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
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
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
Jhn 18:36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
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
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
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
世界。
Jhn 18:37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
你是王么。耶稣回答说、你说我
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
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
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Jhn 18:38 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
。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
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甚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八章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八章

么罪来。
Jhn 18:39 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
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
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么。
Jhn 18:40 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
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
盗。

第十九章
Jhn 19:1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

了。

19:2*
但 5:29

Jhn 19:2 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
*

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 ．
Jhn 19:3 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
的王阿．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Jhn 19:4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Jhn 19:5 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
们看这个人。
Jhn 19:6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
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
架。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
十字架罢．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来。
Jhn 19:7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
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
他以自己为 神的儿子。
Jhn 19:8 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
怕。
Jhn 19:9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
那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Jhn 19:10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
么．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么。
Jhn 19:11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九章

19:7
太 26:66

19:17
太 27:33

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
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
更重了。
Jhn 19:12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
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
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
〔原文作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该撒了。
Jhn 19:13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
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
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
在那里坐堂。
Jhn 19:14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
子、约有午正a。彼拉多对犹太人
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Jhn 19:15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
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
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
么。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
我们没有王。
Jhn 19:16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
他们去钉十字架。
Jhn 19:17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
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
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希伯来
话叫各各他。
Jhn 19:18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
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
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
Jhn 19:19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
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Jhn 19:20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
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
a Jhn 19:14 约有午正 w{ra h\n wJ" e{kth. 原文作约
是第六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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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
Jhn 19:21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
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
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Jhn 19:22 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
已经写上了。
Jhn 19:23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
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
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里衣．
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
下一片织成的。
Jhn 19:24 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
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这
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
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
阄。’兵丁果然作了这事。
Jhn 19:25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
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
的马利亚。
Jhn 19:26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
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
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
儿子。
Jhn 19:27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
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
里去了。
Jhn 19:28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
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
应验、就说、我渴了。
Jhn 19:29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
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
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Jhn 19:30 耶稣尝〔原文作受〕了那
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a
a Jhn 19:30 灵 toV pneu'ma.

His Faith

交付

神了。

Jhn 19:31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19:24
诗 22:18
太 27:35

19:29
诗 69:21
太 27:48

19:34*
创 2:21

19:36
诗 34:20

19:37
亚 12:10

19:39*
约 3:1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
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
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
字架上。
Jhn 19:32 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
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
腿、都打断了。
Jhn 19:33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
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
Jhn 19:34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
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Jhn 19:35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
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
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
也可以信。
Jhn 19:36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
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
不可折断。’
Jhn 19:37 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
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Jhn 19:38 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
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
犹太人、就暗暗的作门徒、他来
求彼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
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
身体领去了。
*
Jhn 19:39 又有尼哥底母 、就是先前
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
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
Jhn 19:40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
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
加上香料裹好了。
Jhn 19:41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

和合本译作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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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约) Jhn 第十九章

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Jhn 19:42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
放在那里。

看、
Jhn 20:12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

第二十章
a

Jhn 20:1 七日的第一日

清早、天还
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
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
了．
Jhn 20: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
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
不知道放在那里。
Jhn 20:3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
坟墓那里去。
Jhn 20:4 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
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
Jhn 20:5 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
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Jhn 20:6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
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
那里．
Jhn 20:7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
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
处卷着。
Jhn 20:8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
去、看见就信了。
Jhn 20:9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
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
活。
Jhn 20:10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
住处去了。
Jhn 20:11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
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

20:1
太 28:1
可 16:2
路 24:1

20:17*
得 1:16

20:19*
约 20:1

a Jhn 20:1 七日的第一日 Th'/ deV mia'/ tw'n sabbavtwn 或作第一个安息日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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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
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Jhn 20:13 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
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
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里。
Jhn 20:14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
耶稣。
Jhn 20:15 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
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为是
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
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
他放在那里、我便去取他。
Jhn 20:16 耶稣说、马利亚。马利亚
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
思。）
Jhn 20:17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
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
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
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
父．见我的 神、也是你们的
神*。
Jhn 20:18 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
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
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Jhn 20: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
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
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
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
安。
Jhn 20:2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
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FOJC.NET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二十章
Jhn 20: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

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
样差遣你们。
Jhn 20: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
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Jhn 20: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
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
的罪就留下了。
Jhn 20:24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
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Jhn 20:25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
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
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
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Jhn 20:26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
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
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
平安。
Jhn 20:27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
头来、摸（摸原文作看）我的
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
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Jhn 20:28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
神。
Jhn 20:29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
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
福了。
Jhn 20:30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
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Jhn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并
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
名得生命。

His Faith

第二十一章
Jhn 21:1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
20:23
太 16:19

20:31
赛 43:11
徒 4:12
徒 5:42
徒 9:22
徒 17:3
徒 18:5
徒 18:28
约一 2:22
约一 5:1

21:9
王上 19:6

21:11*
王下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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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
样显现记在下面。
Jhn 21:2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
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
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
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Jhn 21:3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
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
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
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Jhn 21:4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
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Jhn 21:5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
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
有。
Jhn 21:6 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
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
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
多。
Jhn 21:7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
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
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
衣、跳在海里。
Jhn 21:8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肘〔古代以肘为尺一肘约
有今时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
网鱼拉过来。
Jhn 21:9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
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Jhn 21:10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
的鱼拿几条来。
Jhn 21:11 西门彼得就去、〔或作上
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
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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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网却没有破。
Jhn 21:12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
谁、因为知道是主。
Jhn 21:13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
们。
Jhn 21:14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
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Jhn 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
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约拿〕你
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说、主
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
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Jhn 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
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
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Jhn 21:17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
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
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么、就
忧愁、对耶稣说、主阿、你是无
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
说、你喂养我的羊。
Jhn 21:18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
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
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
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
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Jhn 21:19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
要怎样死荣耀 神。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罢。
Jhn 21:20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
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
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阿、
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约翰福音 (约) Jhn 第二十一章

Jhn 21:21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

21:22
启1章

21:24*
罗 8:16
提后 3:16

21:25
伯 26:14
赛 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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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阿、这人将来如何。
Jhn 21:22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
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
从我罢。
Jhn 21:23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
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
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Jhn 21:24 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
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
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Jhn 21:25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
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
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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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Act 1:1 提阿非罗阿、我已经作了前

1:1
路 1:1-4

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
1:5
太 3:11
训的、
可 1:8
Act 1:2 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 路 3:16
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 约 1:33
1:7
为止。
太 24:36
帖前 5:2
Act 1:3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
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1:11
25:31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 太
犹 1:14
启 1:7
神国的事。
Act 1:4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 1:20
诗 69:25
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诗 109:8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
见我说过的。
Act 1:5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
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Act 1:6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
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
在这时候吗。
Act 1:7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
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
你们可以知道的。
Act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
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
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Act 1:9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
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
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Act 1:10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
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
白衣、站在旁边、说、
Act 1:11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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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
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
去、他还要怎样来。
Act 1: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
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
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
撒冷去。
Act 1:13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
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
雅各、安得烈、腓力、多马、巴多
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
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
子〔或作兄弟〕犹大。
Act 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
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弟
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Act 1:15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
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
站起来、说、
Act 1:16 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
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
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Act 1:17 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
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
Act 1:18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
了一块田、以后身子仆倒、肚腹
崩裂、肠子都流出来。
Act 1:19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
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
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革大马、
就是血田的意思。
Act 1:20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
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
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
职分。’
Act 1:21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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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出入的时候、
Act 1:22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
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
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
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
的见证。
Act 1:23 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
叫作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
瑟、和马提亚。
Act 1:24-25 众人就祷告说、主阿、你
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
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
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
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Act 1:26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
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
同列。

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Act 2:9 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以
2:1
利 23:16 拦人 和住在米所波大米 犹
、
、
太、加帕多家、本都、亚西亚、
2:10*
太 23:15
Act 2:10 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
徒 6:5
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带
2:14
太 16:28 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
*
2:17-21 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 的
珥 2:28-32
人、
Act 2:11 革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
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 神
的大作为。
Act 2:12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
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Act 2:13 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
是新酒灌满了。
Act 2:14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
第二章
路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知
Act 2:1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
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一处。
Act 2:15 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
Act 2: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
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巳
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
初．
坐的屋子。
Act 2:16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Act 2:3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Act 2:17‘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Act 2: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
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
来。
梦．
Act 2:5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
Act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
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
Act 2:6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
要说预言。
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
Act 2:19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
说话、就甚纳闷．
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
Act 2:7 都惊讶希奇说、看哪、这说
火、有烟雾．
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么．
Act 2:20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
Act 2:8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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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
子未到以前。
Act 2:21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Act 2:22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
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
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
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Act 2:23 他既按着
神的定旨先
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
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
了。
Act 2:24
神却将死的痛苦废除a、
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
禁。
Act 2:25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
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
我不至于摇动．
Act 2:26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
*
〔原文作舌〕快乐．并且我的肉
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b
Act 2:27 因你必不将我的魂 撇在
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Act 2:28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或作叫
我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乐。’
Act 2:29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
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
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
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Act 2:30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
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
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Act 2:31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

督复活说、他的魂、不撇在阴
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c
珥 2:32
罗 10:13 Act 2:32 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
、
2:25-28 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诗 16:8-11
Act 2:33 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举、
2:26*
〔或作他既高举在 神的右边〕又从
林前
14:14
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
2:31
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诗 16:10
Act 2:34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
2:34-35
诗 110:1 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
我的右边、
2:37
太 16:28 Act 2:35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
路 2:35
凳。’
Act 2:36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
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
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
督了。
Act 2:37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
们、我们当怎样行。
Act 2:38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作你们的
罪已蒙赦免的证据d、并且你们
将要领受所赐的圣灵e．
Act 2:39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
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
人、就是主我们 神所召来的。
Act 2:40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
2:21

c Act 2:31 他的魂... o{ti ou[te ejgkateleivfqh eij"
a{/dhn ou[te hJ saVrx aujtou' ei\den diafqoravn. 和
合本译作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
不见朽坏、
d Act 2:38 作你们... eij" a[fesin tw'n aJmartiw'n
uJmw'n 和合本译作叫你们的罪得赦; 参看 eij" 在
Mat 26:28, Luk 5:14, Act 10:4, Mak 1:4, Luk 3:3
里的用法.
e Act 2:38 并且... kaiV lhvmyesqe thVn dwreaVn tou'
aJgivou pneuvmato". 和合本译作就必领受所赐的
圣灵

a Act 2:24 将死的痛苦废除 luvsa" taV" wjdi'na"
tou' qanavtou, 和合本译作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b Act 2:27 我的魂 thVn yuchvn mou 和合本译作我
的灵魂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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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勉他们说、你们当被拯救脱离
这弯曲的世代a。
Act 2:41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
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
人．
*
Act 2:42 都恒切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Act 2:43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
许多奇事神迹。
Act 2:44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
用．
Act 2:45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
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Act 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
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
喜诚实的*心用饭、
Act 2:47 赞美
神、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2:42*
恒切:
proskarterou'nte"
和合本译
作恒心

2:45
太 19:21
徒 4:34

2:46*
诚实的:
ajfelovthti
原文作单
一的或简
单纯一的
弗 6:5

第三章
Act 3:1 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

翰、上圣殿去。
Act 3:2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
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
人赒济。
Act 3:3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赒济。
Act 3:4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
说、你看我们。
Act 3:5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
着什么。
Act 3:6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
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
a Act 2:40 你们当... swvqhte ajpoV th'" genea'" th'"
skolia'" tauvth". 和合本译作你们当救自己脱
离这弯曲的世代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三章

162

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Act 3:7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
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
了．
Act 3:8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
美 神。
Act 3:9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
神．
Act 3:10 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
美门口求赒济的．就因他所遇着
的事、满心希奇惊讶。
Act 3:11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
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
齐跑到他们那里、很觉希奇。
Act 3:12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
色列人哪、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希
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
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
人行走呢。
Act 3:13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神、就是我们列祖的 神、已经
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仆人或
作儿子〕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
多．彼拉多定意要释放他、你们
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Act 3:14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
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
们．
Act 3:15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
是为这事作见证。
Act 3:16 并且因他名的信实、他的
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
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
实、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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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好了。
Act 3:17 弟兄们、我晓得你们作这
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
是如此。
Act 3:18 但
神曾藉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
了。
Act 3:19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作
你们的罪已被涂抹的证据b、这
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
前来到．
Act 3:20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
的基督耶稣降临。
*
Act 3:21 同时天必须接待 他、直等
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 神从
创世以来、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
的。
Act 3:22 摩西曾说、‘主
神要从
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
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Act 3:23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
从民中全然灭绝。’
Act 3:24 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
子。
Act 3:25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
受 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

3:19
提前 4:8
太 26:28
路 5:14
徒 2:38

3:20

约 14:18
约 14:21
约 14:23
彼前 1:13
彼后 1:19 Act 4:1

第四章

3:21
约 3:13
*:接待
devxasqai
和合本译
作留

3:22
申 18:15
申 18:18
太 17:5

3:23
申 18:19

4:11
诗 118: 22
太 21:42

a Act 3:16 并且... kaiV ejpiV th'/ pivstei tou' ojnovmato" aujtou' tou'ton o}n qewrei'te kaiV oi[date,
ejsterevwsen toV o[noma aujtou', kaiV hJ pivsti" hJ
di= aujtou' e[dwken aujtw'/ thVn oJloklhrivan tauvthn ajpevnanti pavntwn uJmw'n. 和合本译作我们
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
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
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b Act 3:19 作你们... eij" toV ejxaleifqh'nai uJmw'n
taV" aJmartiva" 和合本译作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参看 eij" 在 Mat 26:28, Luk 5:14, Act 10:4, Mak
1:4, Luk 3:3 里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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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
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Act 3:26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
作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
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各人回
转、离开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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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
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
然来了．
Act 4:2 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
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
Act 4:3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
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
天。
Act 4:4 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
男丁数目、约到五千。
Act 4:5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
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Act 4:6 又有大祭司亚那、和该亚
法、约翰、亚力山大、并大祭司
的亲族都在那里。
Act 4:7 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
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
名、作这事呢。
Act 4:8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
他们说、
Act 4:9 治民的官府、和长老阿、倘
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
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
痊愈．
Act 4:10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
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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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4:11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

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Act 4: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
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Act 4:13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
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
稣的。
Act 4:14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
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
Act 4:15 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
去、就彼此商议说、
Act 4:16 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
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
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
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Act 4:17 惟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
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
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Act 4:18 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
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
人。
Act 4:19 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
听从 神、这在 神面前合理不
合理、你们自己酌量罢．
Act 4:20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
能不说。
Act 4:21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
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
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 神。
Act 4:22 原来藉着神迹医好的那
人、有四十多岁了。
Act 4:23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自己

的人a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
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4:12
Act 4:24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
赛 43:11
约 20:31 的 高声向
神说、主阿、你是
、
徒 5:42
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徒 9:22
徒 17:3
Act 4:25 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
徒 18:5
徒 18:28
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
约一 2:22
约一 5:1 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
4:25-26 妄的事．
诗 2:1-2
Act 4:26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
4:32*
宰也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
一心一意:
h\n kardi- 膏者 〔或作基督〕’
。
va kaiV
yuchV miva Act 4:27 希律和本丢彼拉多 外邦
、
原文作一
心一魂
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
4:34-35 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
太 19:21

〔仆或作子〕
Act 4:28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

必有的事。
Act 4:29-30 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
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
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
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
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
来。〔仆或作子〕
Act 4:31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
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
讲论 神的道。
Act 4:32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
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
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
用。
Act 4:33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
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Act 4:34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
a Act 4:23 自己的人 touV" ijdivou" 和合本译作会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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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
前．
Act 4:35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
人。
Act 4:36 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
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
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
子）
Act 4:37 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出去。
Act 5:10 妇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脚
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
他丈夫旁边。
Act 5:11 全会众、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Act 5:12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间行
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或作
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
的廊下。
Act 5:13 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
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
Act 5:14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Act 5:15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
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
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
儿照在什么人身上。
Act 5:16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
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
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
Act 5:17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
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
满心忌恨。
Act 5:18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
监。
Act 5:19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
门、领他们出来、
Act 5:20 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
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Act 5:21 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
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
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
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
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

第五章
Act 5:1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产。
Act 5:2 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
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Act 5:3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
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
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
呢．
Act 5:4 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
的么．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
么．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
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
Act 5:5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
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Act 5:6 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
抬出去埋葬了。
Act 5:7 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
来、还不知道这事。
Act 5:8 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
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么。
他说、就是这些。
Act 5:9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
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
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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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5:22 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

监里、就回来禀报说、
Act 5:23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
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
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Act 5:24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
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
何。
Act 5:25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
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
训百姓。
Act 5:26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
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
姓用石头打他们。
Act 5:27 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
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
Act 5:28 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
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么．你们
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
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
上。
Act 5:29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
从 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Act 5:30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
稣、我们祖宗的 神已经叫他复
活。
Act 5:31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5:40
太 10:17

5:42
赛 43:11
徒 4:12
约 20:31
徒 9:22
徒 17:3
徒 18:5
徒 18:28
约一 2:22
约一 5:1

〔或作他就是 神高举在自己的右
边〕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

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
列人。
Act 5:32 我们为这事作见证． 神
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
作见证。
Act 5:33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
怒、想要杀他们。
Act 5:34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六章

迦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
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
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Act 5:35 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哪、
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
办理。
Act 5:36 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
附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
后、附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
有。
Act 5:37 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
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
姓跟从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
人也都四散了。
Act 5:38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
人、任凭他们罢．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
坏．
Act 5:39 若是出于
神、你们就不
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
神了。
Act 5:40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
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
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
们释放了。
Act 5:41 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Act 5:42 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
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
督。

第六章
Act 6:1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

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
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
他们的寡妇。
Act 6:2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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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我们撇下 神的道、去管
话、不住的蹧践圣所和律法．
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Act 6:14 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
6:5*
Act 6:3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
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
太 23:15
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 启 2:15 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 6:12
Act 6:15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
太 10:17
们管理这事。
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
7:2
Act 6:4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 创 24:10 的面貌。
为事。
7:3
第七章
Act 6:5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 创 12:1
Act 7:1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
司提反、乃是满有信实、圣灵充 7:4
创 11:31 么
a
。
满的人 、又拣选腓利、伯罗哥
创 12:4
Act 7:2 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
罗、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 7:5
*
*
来 11:13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
犹太教 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
对比:
*
Act 6:6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 来 11:33 所波大米 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得了应许, 荣耀的
神向他显现、
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却未得着
Act 7:3 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
Act 6:7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 所应许的.
来 11:39
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
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
7:6
去。’
许多祭司听从了信实b。
创 15:13
Act 7:4 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住
Act 6:8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
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
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
Act 6:9 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
之地．
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力山
Act 7:5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
大、基利家、亚西亚、各处会堂
产业
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
、
．
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
论。
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Act 6:10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
Act 7:6
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
话、众人敌挡不住．
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作奴
Act 6:11 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
仆、苦待他们四百年。
他说谤讟摩西、和 神的话。
Act 7:7
神又说、使他们作奴仆的
Act 6:12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
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
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
来、在这地方事奉我。
带到公会去、
Act 7:8
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
Act 6:13 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
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
a Act 6:5 乃是 a[ndra plhvrh" pivstew" kaiV
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
pneuvmato" aJgivou, 和合本译作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十二位先祖。
b Act 6:7 听从了信实 uJphvkouon th'/ pivstei. 和合
Act 7:9 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
本译作信从了这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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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去． 神却与他同在、
Act 7:10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
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
智慧．法老就派他作埃及国的宰
相兼管全家。
Act 7:11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
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
就绝了粮。
Act 7:12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
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
去。
Act 7:13 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
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Act 7:14 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
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Act 7:15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
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Act 7:16 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
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抹子孙
买来的坟墓里。
Act 7:17 及至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
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
众多、
Act 7:18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
兴起．
Act 7:19 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
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
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Act 7:20 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
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
月。
Act 7:21 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
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Act 7:22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
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Act 7:23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七章

7:14
创 46:27
出 1:5

7:27-28
出 2:14

7:32
出 3:6

7:33
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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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Act 7:24 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
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
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Act 7:25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
藉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
白。
Act 7:26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
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
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
呢。
Act 7:27 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
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
审判官呢．
Act 7:28 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
那埃及人么。’
Act 7:29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
子。
Act 7:30 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
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
中、向摩西显现。
Act 7:31 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希
奇．正进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
声音说、
Act 7:32‘我是你列祖的
神、就
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摩西战战兢
兢、不敢观看。
Act 7:33 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
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
地。
Act 7:34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
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
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
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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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Act 7:35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
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
的． 神却藉那在荆棘中显现之
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首领、作救
赎的。
Act 7:36 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
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
奇事神迹。
Act 7:37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
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
摩西。
Act 7:38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
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
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
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Act 7:39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
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Act 7:40 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
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
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Act 7:41 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
中的工作。
Act 7:42
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
们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
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
阿、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
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么。
*
Act 7:43 你们抬着摩洛 的帐幕、和
理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
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
到巴比伦外去。’
Act 7:44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
His Faith

柜的帐幕、是 神吩咐摩西叫他
照所看见的样式作的。
7:37
Act 7:45 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
申 18:15
承受、当 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
7:40
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
出 32:1
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
7:42-43
摩 5:25-27 大卫的日子
。
拉 5:12
Act 7:46 大卫在
神面前蒙恩、祈
7:43
神预备居所．
利 18:21 求为雅各的
Act 7:47 却是所罗门为
神造成殿
7:49
赛 66:1
宇。
7:50
Act 7:48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
赛 66:2
造的．就如先知所言、
7:51-52
太 23:31 Act 7:49‘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
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
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
呢．
Act 7:50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
么。’
Act 7:51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
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Act 7:52 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
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
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
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Act 7:53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
法、竟不遵守。
Act 7:54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
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Act 7:55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
睛望天、看见 神的荣耀、又看
见耶稣站在 神的右边．
Act 7:56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
站在 神的右边。
Act 7:57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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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拥上前去．
Act 7: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
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
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Act 7:59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
我的灵a。
Act 7:60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阿、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
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
害。

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Act 8:10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 神的大能者。
Act 8:11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
术、使他们惊奇。
8:1
太 10:23 Act 8:12 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
8:7*
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污:
ajkavqarta 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原文原意
是'与神无 Act 8:13 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
关的'后被 洗 就常与腓利在一处 看见他
、
．
引申为'不
洁的'.
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
奇。
医治:
ejqer第八章
apeuvqh- Act 8:14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
san
Act 8:1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会
神的道、就打
原文原意 玛利亚人领受了
众、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 是'侍奉, 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敬拜神'后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 被引申 Act 8:15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
为'医治,
各处。
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痊愈,照
Act 8:2 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 顾'.
Act 8:16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
8:18
了、为他捶胸大哭。
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
太 10:8
Act 8:3 扫罗却残害会众、进各人的
名受了洗。
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Act 8:17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
Act 8: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
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道。
Act 8:18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
Act 8:5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
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
基督。
Act 8:19 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
Act 8:6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
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
Act 8:20 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
的话．
同灭亡罢．因你想 神的恩赐、
*
Act 8:7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 鬼附
是可以用钱买的。
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
Act 8:21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
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
为在 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的、都得了医治*。
Act 8:22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
Act 8:8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
Act 8:9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
免。
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
Act 8:23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a Act 7:59 我的灵 toV pneu'mav mou. 和合本译作我
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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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8:24 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

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
身上。
Act 8:25 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
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
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Act 8:26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
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
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
野。
Act 8:27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
一个埃提阿伯〔即古实见以赛亚十
八章一节〕人、是个有大权的太
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
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
*
去了．
Act 8:28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
先知以赛亚的书。
Act 8:29 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
那车走。
Act 8:30 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
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
说、你所念的、你明白么。
Act 8:31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
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
同坐。
Act 8:32 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
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
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
样不开口。
Act 8:33 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
义审判他．〔原文作他的审判被夺
去〕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
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Act 8:34 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
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
His Faith

呢、是指着别人呢。
Act 8:35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8:27*
Act 8:36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
耶 26:2
约 4:20
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
约 12:20
徒 24:11 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来 9:1,9
Act 8:37〔有古卷在此腓利说、你若
来 10:2
启 11:1
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
8:32
说、我信耶稣基督是 神的儿
赛 53:7
子〕
8:33
Act 8:38 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
赛 53:8
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
8:37
太 14:33 他施洗
。
可 1:1
Act 8:39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
9:4*
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结 1:28
但 8:17
就欢欢喜喜的走路。
但 10:9-10
启 1:17
Act 8:40 后来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
9:5
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
太 25:45
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第九章
Act 9:1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

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Act 9:2 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a、无论
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
冷。
Act 9:3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
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
Act 9:4 他就仆倒 在地、听见有声
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
么逼迫我。
Act 9:5 他说、主阿、你是谁。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Act 9:6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
a Act 9:2 信奉这道的人 th'" oJdou' o[nta", 原文作
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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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必有人告诉你。
Act 9:7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
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
人。
Act 9:8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
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
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
Act 9:9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
不喝。
Act 9:10 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
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
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
在这里。
Act 9:11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街
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
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
Act 9:12 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
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
他能看见。
Act 9:13 亚拿尼亚回答说、主阿、我
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
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Act 9:14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
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
的人。
Act 9:15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
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
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Act 9:16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Act 9:17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
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
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
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
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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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9:18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
9:15
徒 27:24
腓 4:22

9:22*
赛 43:11
徒 4:12
约 20:31
徒 5:42
徒 17:3
徒 18:5
徒 18:28
约一 2:22
约一 5:1

9:25
书 2:15
撒上
19:12
林后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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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
起来受了洗．
Act 9:19 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
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Act 9:20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他是 神的儿子。
Act 9:21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
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
这人么．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
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Act 9:22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
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
基督*。
Act 9:23 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
议要杀扫罗。
Act 9:24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
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
杀他．
Act 9:25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
子把他从城墙上缒下去。
Act 9:26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
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
他是门徒。
Act 9:27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
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
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
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Act 9:28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
门徒出入来往、
Act 9:29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
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
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Act 9:30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
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数去。
FOJC.NET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九章
Act 9:31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

亚、各处的会众都得平安、被建
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
慰、人数就增多了。
Act 9:32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
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Act 9:33 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
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Act 9:34 彼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
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
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
Act 9:35 凡住吕大和沙仑的人、都
看见了他、就归服主。
Act 9:36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
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
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广
行善事、多施赒济。
Act 9:37 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
他洗了、停在楼上。
Act 9:38 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
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
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
里去、不要耽延。
Act 9:39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
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
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
看。
Act 9:40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
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
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
彼得、便坐起来。
Act 9:41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
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
交给他们。
Act 9:42 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
His Faith

多人信了主。
Act 9:43 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硝皮
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9:33
太 4:24
太 8:6
徒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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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Act 10:1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

叫哥尼流、是义大利营的百夫
长。
Act 10:2 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
都敬畏 神、多多赒济百姓、常
常祷告 神。
Act 10:3 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
象中、明明看见 神的一个使者
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
Act 10:4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
主阿、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
祷告、和你的赒济、达到 神面
前已蒙记念了。
Act 10:5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
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Act 10:6 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
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Act 10:7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
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
的一个虔诚兵来．
Act 10:8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Act 10:9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
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
告．
Act 10:10 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
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
象外．
Act 10:11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
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
缒在地上．
Act 10:12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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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Act 10:13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
起来、宰了吃。
Act 10:14 彼得却说、主阿、这是不
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Act 10:15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Act 10:16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
收回天上去了。
Act 10:17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
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Act 10:18 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
门住在这里没有。
Act 10:19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
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
你．
Act 10:20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
的。
Act 10:21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
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
来是为什么缘故。
Act 10:22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
个义人、敬畏 神、为犹太通国
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
话。
Act 10:23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
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
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Act 10:24 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
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
友、等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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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0:25 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

10:36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约 3:35
罗 9:5
罗 11:36
林前 3:21
弗 1:22
西 1:16
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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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Act 10:26 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
我也是人。
Act 10:27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
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
Act 10:28 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
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
是不合例的．但 神已经指示
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
而不洁净的．
Act 10:29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
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
来有什么意思呢。
Act 10:30 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
候、我在家中守着申初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
裳、站在我面前、
Act 10:31 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
蒙垂听、你的赒济、达到 神面
前已蒙记念了。
Act 10:32 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
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
边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里。
Act 10:33 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
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
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
话。
Act 10:34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
Act 10:35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
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Act 10:36
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
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
道赐给以色列人。
Act 10:37 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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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
Act 10: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
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
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 神与
他同在。
Act 10:39 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
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
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
了。
Act 10:40 第三日
神叫他复活、显
现出来、
Act 10:41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
显现给 神预先所拣选为他作
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
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
的人。
Act 10:42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证明他是 神所立定的、要作审
判活人死人的主。
Act 10:43 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
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
Act 10:44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
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Act 10:45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
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
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Act 10:46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
神为大。
Act 10:47 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
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
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Act 10:48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
几天。
His Faith

第十一章
10:41
约 14:22

10:42
提后 4:1
彼前 4:5

10:47*
约 7:39
约 20:22
徒 1:5
徒 8:15
徒 11:16

175

Act 11:1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 神的道。
Act 11:2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Act 11:3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
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Act 11:4 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
给他们讲解说、
Act 11:5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
候、魂游象外、看见异象、有一
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
角、从天缒下、直来到我跟前．
Act 11:6 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
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Act 11:7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Act 11:8 我说、主阿、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
过我的口。
Act 11:9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Act 11:10 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
天上去了。
Act 11:11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
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
亚差来见我的。
Act 11:12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或作不要分别等类〕
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Act 11:13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
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
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
呼彼得的西门来．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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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1:14 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

和你的全家得救。
Act 11:15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
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
一样。
Act 11:16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
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
洗。
Act 11:17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
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
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
神呢。
Act 11:18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
了．只归荣耀与 神、说、这样
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
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Act 11: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
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
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
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Act 11:20 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
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
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

Act 11:25 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
Act 11:26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
11:16
徒 1:5

11:26*
徒 26:28
彼前 4:16

11:28*
创 12:10
摩 8:11
启 18:8

12:1
太 10:18
提后 4:16

第十二章
Act 12:1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会

众中几个人。
Act 12:2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
各。
Act 12:3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
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
子。
Act 12:4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
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
出来、当着百姓办他．
Act 12:5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会
众却为他切切的祷告 神。
Act 12:6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
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
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
外看守。

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
Act 11:21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

的人就很多了。
Act 11:22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会
众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
去、走到安提阿为止．
Act 11:23 他到了那里、看见
神所
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
心志、恒久靠主。
Act 11:24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
圣灵充满、满有信实a．于是有许
多人归服了主。
a Act 11:24 被圣... plhvrh" pneuvmato" aJgivou kaiV
pivstew". 和合本译作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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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会
众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
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
首。
Act 11:27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Act 11:28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
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
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
年间果然有了。
Act 11:29 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
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
弟兄。
Act 11:30 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
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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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2:7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

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
去了。
Act 12:18 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
很、不知道彼得往那里去了。
Act 12:19 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
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
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
利亚去、住在那里。
Act 12:20 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
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
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
Act 12:21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
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
番。
Act 12:22 百姓喊着说、这是
神的
声音、不是人的声音。
Act 12:23 希律不归荣耀给
神、所
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
咬、气就绝了．
Act 12:24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
广传。
Act 12:25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
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
来、带著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
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
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
下来。
Act 12:8 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
上鞋．他就那样作．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Act 12:9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
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只当见了异
象。
Act 12:10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
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
使便离开他去了。
Act 12:11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
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
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
所想的a。
Act 12:12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
可的约翰他母亲马利亚家去．在
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Act 12:13 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
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
Act 12:14 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
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
人说、彼得站在门外。
Act 12:15 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
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
是他的天使。
Act 12:16 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
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
Act 12:17 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
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
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

第十三章
Act 13:1 在安提阿的会众中、有几

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
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
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
念、并扫罗。
Act 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
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Act 13:3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
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a Act 12:11 所想的 th'" prosdokiva" 和合本译作
所盼望的

His Faith

177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十三章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十三章
Act 13:4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

Act 13:15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
去。
Act 13:5 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
各会堂里传讲 神的道．也有约
翰作他们的帮手。
Act 13:6 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
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
犹太人、名叫巴耶稣。
Act 13:7 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
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
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 神的
道。
Act 13:8 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
（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
思）敌挡使徒、企图诱惑方伯离
开信实a。
Act 13:9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
满、定睛看他、
Act 13:10 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
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么。
Act 13:11 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
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
人拉着手领他。
Act 13:12 方伯看见所作的事、很希
奇主的道、就信了。
Act 13:13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
开船、来到旁非利亚的别加．约
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Act 13:14 他们离了别加往前行、来
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
会堂坐下。

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
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
话、请说。
Act 13:16 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
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 神的
人、请听。
Act 13:17 这以色列民的
神、拣选
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
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
他们出来。
Act 13:18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
四十年。〔容忍或作抚养〕
Act 13:19 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Act 13:20 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
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
耳的时候。
Act 13:21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神
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
扫罗、给他们作王四十年。
Act 13:22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
作他们的王．又为他作见证
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
我的旨意。’
Act 13:23 从这人的后裔中、 神已
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
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Act 13:24 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
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
Act 13:25 约翰将行尽他的程途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
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
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
Act 13:26 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

13:10*
约 8:44

13:22
撒上
15:23
撒上
16:13
诗 89:20

a Act 13:8 企图... zhtw'n diastrevyai toVn ajnquvpaton ajpoV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要叫方
伯不信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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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和你们中间敬畏 神的人
哪、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
的。
Act 13:27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
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
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
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
先知的预言。
Act 13:28 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
罪来、还是求彼拉多杀他。
Act 13:29 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
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
下来、放在坟墓里。
Act 13:30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Act 13:31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
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
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
Act 13:32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Act 13:33
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
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
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
儿子、我今日生你。’
Act 13:34 论到
神叫他从死里复
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
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
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Act 13:35 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
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Act 13:36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
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

13:33
诗 2:7

13:34
赛 55:3

13:35
诗 16:10

13:41
哈 1:5

13:42*
约 4:31

13:43*
太 23:15

13:45
太 7:6

13:46
太 21:41

13:47
赛 42:6
赛 49:6

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
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

坏．
Act 13:37 惟独

神所复活的、他并

未见朽坏。
Act 13:38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
His Faith

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
的。
Act 13:39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
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
就都得称义了。
Act 13:40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
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
Act 13:41 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
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
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
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
信。’
Act 13:42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
请他们到下安息日这其间a*、再
讲这话给他们听。
Act 13:43 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
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
他们务要恒久在 神的恩中。
Act 13:44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
几乎都来聚集、要听 神的道。
Act 13:45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
话、并且毁谤。
Act 13:46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
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
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
人去。
Act 13:47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
说、‘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
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Act 13:48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
了、赞美 神的道．凡预定得永
生的人都信了。
a Act 13:42 到下安息日这其间 eij" toV metaxuV
savbbaton 和合本译作到下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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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3:49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

带地方。
Act 13:50 但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
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
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
外。
Act 13:51 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
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
Act 13:52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
充满。

14:19
林后 1:8

14:22
太 11:12
太 16:24
加 4:29

第十四章
Act 14:1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

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
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
Act 14:2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
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a恼恨弟
兄。
Act 14:3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
靠主放胆讲道．主藉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Act 14:4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
附从犹太人的、有附从使徒的。
Act 14:5 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
他们的官长、一齐拥上来、要凌
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
Act 14:6 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
尼的路司得、特庇、两个城、和
周围地方去．
Act 14:7 在那里传福音。
Act 14:8 路司得城里坐着一个两脚
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
没有走过。
Act 14:9 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

b Act 14:9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c Act 14:9 痊愈 swqh'nai, 原文作拯救

a Act 14:2 心里 taV" yucaV" 原文作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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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见他有信实b、可得痊愈c、
Act 14:10 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
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
Act 14:11 众人看见保罗所作的事、
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
神藉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
了。
Act 14:12 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
保罗为希耳米、因为他说话领
首。
Act 14:13 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
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
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Act 14:14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
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
间、喊着说、
Act 14:15 诸君、为什么作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
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
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
神。
Act 14:16 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
国各行其道．
Act 14:17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
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
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
足、满心喜乐。
Act 14:18 二人说了这些话、仅仅的
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
Act 14:19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
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
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
到城外。
Act 14:20 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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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
巴往特庇去、
Act 14:21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作门徒．就回路司得、
以哥念、安提阿去、
a
Act 14:22 坚固门徒的心 、劝他们恒
守信实b．又说、我们进入 神的
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Act 14:23 二人在各会众中选立了
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
托所信的主。
Act 14:24 二人经过彼西底、来到旁
非利亚。
Act 14:25 在别加讲了道、就下亚大
利去。
Act 14:26 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
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 神
之恩、要办现在所作之工、就是
在这地方。
Act 14:27 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 神藉他们所行的一切
事、并 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
实的门c。
Act 14:28 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
了多日。

第十五章
Act 15:1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

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
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Act 15:2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
分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
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
a Act 14:22 门徒的心 taV" yucaV" tw'n 原文作门徒
的魂
b Act 14:22 信实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所信的道
c Act 14:27 信实的门 quvran pivstew". 和合本译
作信道的门

His Faith

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
和长老。
Act 15:3 于是会众送他们起行、他
15:1
加 5:6
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
加 6:15
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
15:16-18
摩 9:11-12 都甚欢喜。
Act 15:4 到了耶路撒冷、会众和使
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
述说 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Act 15:5 惟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
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
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
法。
Act 15:6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
事。
Act 15:7 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
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
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
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Act 15:8 知道人心的
神、也为他
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
如给我们一样。
d
Act 15:9 又藉着信实 洁净了他们
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Act 15:10 现在为什么试探
神、要
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
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
Act 15:11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
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
信的。
Act 15:12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
巴和保罗、述说 神藉他们在外
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Act 15:13 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
d Act 15:9 藉着信实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藉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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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Act 15:14 方才西门述说
神当初
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
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Act 15:15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
相合．
Act 15:16 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
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
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
立起来．
*
Act 15:17 叫余剩的人 、就是凡称为
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Act 15:18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
这事的主说的。’
Act 15:19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
为那归服 神的外邦人．
Act 15:20 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
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
畜、和血。
Act 15:21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
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
在会堂里诵读。
Act 15:22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会
众、定意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
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
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
巴的犹大、和西拉、这两个人在
弟兄中是作首领的。
Act 15:23 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
说、使徒和作长老的弟兄们、问
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
弟兄的安。
Act 15:24 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
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
惑乱你们的心a．〔有古卷在此有你
a Act 15:24 你们的心 taV" yucaV" uJmw'n 原文作你
们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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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

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Act 15:25 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
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
15:16-18
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
摩 9:11-12
去。
15:17*
赛 11:11 Act 15:26 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
赛 37:31
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耶 23:3
摩 5:15
Act 15:27 我们就差了犹大和西拉、
番 2:9
亚 8:12
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
罗 9:27
诗 76:10 Act 15:28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
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
15:20
利 3:17
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Act 15:29 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
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
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
好了．愿你们平安。
Act 15:30 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
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
Act 15:31 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
的话、就欢喜了。
Act 15:32 犹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
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
Act 15:33 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
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
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在此有
Act 15:34 惟有西拉定意仍住在那
里〕
Act 15:35 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
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
人、传主的道。
Act 15:36 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
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
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
何。
Act 15:37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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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约翰同去．
Act 15:38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
旁非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
去作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Act 15:39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
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
船往居比路去．
Act 15:40 保罗拣选了西拉、也出
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
中。
Act 15:41 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
家、坚固众会众。

16:4*
徒 15:20

第十六章
Act 16:1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司

得．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
摩太、是信实的犹太妇人的儿
子a、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
Act 16:2 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
Act 16:3 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
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
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Act 16:4 虽然他们经过各城、把耶
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
、交给门徒遵守。
Act 16:5 然而众会众却是藉着信实
越发地被坚固b、人数天天加增。
Act 16:6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
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
太一带地方．
Act 16:7 到了每西亚的边界、他们
a Act 16:1 是信实的... uiJoV" gunaikoV" jIoudaiva"
pisth'", 和合本译作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b Act 16:4-5 虽然...却是... JW" deV dieporeuvonto
taV" povlei",... AiJ meVn ou\n ejkklhsivai ejstereou'nto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他们经过各
城,....,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His Faith

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
许．
Act 16:8 他们就越过每西亚、下到
特罗亚去。
Act 16:9 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Act 16:10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
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 神
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Act 16:11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
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到了尼亚
波利。
Act 16:12 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
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
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
了几天．
Act 16:13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
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
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
妇女讲道。
Act 16:14 有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
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
的人、素来敬拜 神．他听见
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
听保罗所讲的话。
Act 16:15 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
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在主里
是信实的c、请到我家里来住．于
是强留我们。
Act 16:16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
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
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
们大得财利。
c Act 16:15 你们... eij kekrivkatev me pisthVn tw'/
kurivw/ ei\nai, 和合本译作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
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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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6:17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

拉面前．
Act 16:30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
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Act 16:31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Act 16:32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
和他全家的人听。
Act 16:33 当夜、就在那时候、禁卒
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
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
Act 16:34 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
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
家、因为信了 神、都很喜乐。
Act 16:35 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
来说、释放那两个人罢。
Act 16:36 禁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
罢。
Act 16:37 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
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
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
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么、
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
们出去罢。
Act 16:38 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
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
了。
Act 16:39 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
来、请他们离开那城。
Act 16:40 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
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
番、就走了。

说、这些人是至高 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Act 16:18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
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
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Act 16:19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的
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西
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
Act 16:20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
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
城、
Act 16:21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Act 16:22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
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Act 16:23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
在监里、嘱咐禁卒严紧看守。
Act 16:24 禁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
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
狗。
Act 16:25 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
祷告唱诗赞美 神．众囚犯也侧
耳而听。
Act 16:26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
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
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Act 16:27 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
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
要自杀。
Act 16:28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
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Act 16:29 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
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西

第十七章
Act 17:1 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波

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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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Act 17:2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
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
与他们辩论、
Act 17:3 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
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Act 17:4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附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虔
敬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
少。
Act 17:5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
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
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
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
里。
Act 17:6 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
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
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
来了．
Act 17:7 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
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
耶稣。
Act 17:8 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
Act 17:9 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
的保状、就释放了他们。
Act 17:10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
保罗和西拉往庇哩亚去．二人到
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Act 17:11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
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
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
是。
Act 17:12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
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
His Faith

17:3
赛 43:11
徒 4:12
约 20:31
徒 5:42
徒 9:22
徒 18:5
徒 18:28
约一 2:22
约一 5:1

17:16*
灵: toV
pneu'ma
和合本译
作心

17:24
太 12:6
代下 6:18

17:25
约 1:4
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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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不少。
Act 17:13 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
知道保罗又在庇哩亚传 神的
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
人。
Act 17:14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
往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
庇哩亚。
Act 17:15 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
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拉和
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
了。
Act 17:16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
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灵*
里着急。
Act 17:17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
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
所遇见的人辩论。
Act 17:18 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
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
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
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
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
复活的道。
Act 17:19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
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
可以知道么．
Act 17:20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
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
事是什么意思。
Act 17:21（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
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
说说听听。）
Act 17:22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
事很敬畏鬼神。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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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7:23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

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
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
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Act 17:24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
所造的殿．
Act 17:25 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
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
万物、赐给万人。
Act 17:26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本有古卷作血脉〕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
住的疆界．
Act 17:27 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
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
人不远．
Act 17:28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
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
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Act 17:29 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
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
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Act 17:30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
人都要悔改。
Act 17:31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
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
天下．这位神已经赐给万人信实
的凭据、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a
Act 17:32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
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

17:24
赛 66:1
徒 7:48

17:25
诗 50:12

17:26

第十八章

伯 14:5
诗 139:16 Act 18:1

17:27
罗 10:8

18:3
帖前 2:9

18:5
赛 43:11
徒 4:12
约 20:31
徒 5:42
徒 9:22
徒 17:3
徒 18:28
约一 2:22
约一 5:1

a Act 17:31 因为... kaqovti e[sthsen hJmevran ejn h|/
mevllei krivnein thVn oijkoumevnhn ejn
dikaiosuvnh/, ejn ajndriV w|/ w{risen, pivstin
parascwVn pa'sin ajnasthvsa" aujtoVn ejk nekrw'n. 和合本译作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
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
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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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听你讲这个罢。
Act 17:33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
去了。
Act 17:34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
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
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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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Act 18:2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
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革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
妻百基拉、从义大利来．保罗就
投奔了他们。
Act 18:3 他们本是制造帐棚为业．
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
住作工。
Act 18:4 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
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
人。
Act 18:5 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
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
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Act 18:6 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
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
自己头上、〔罪原文作血〕与我无
干、〔原文作我却干净〕从今以
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Act 18:7 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
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
都、是敬拜 神的、他的家靠近
会堂。
Act 18:8 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
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
了、就相信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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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8:9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

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Act 18:10 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
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
多的百姓。
Act 18:11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
六个月、将 神的道教训他们。
Act 18:12 到迦流作亚该亚方伯的
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
罗、拉他到公堂、
Act 18:13 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
法敬拜 神。
Act 18:14 保罗刚要开口、迦流就对
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
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
当耐性听你们．
Act 18:15 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
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
自己去办罢．这样的事我不愿意
审问。
Act 18:16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Act 18:17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所
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迦流
都不管。
Act 18:18 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
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
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
过愿、就在坚革哩剪了头发*。
Act 18:19 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
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
犹太人辩论。
Act 18:20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
却不允．
Act 18:21 就辞别他们说、 神若许
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
开船离了以弗所。
His Faith

Act 18:22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
18:18*
民 6:18

18:25*
灵里: tw'/
pneuvmati
和合本译
作心里

18:28
赛 43:11
徒 4:12
约 20:31
徒 5:42
徒 9:22
徒 17:3
徒 18:5
约一 2:22
约一 5:1

耶路撒冷去问会众安、随后下安
提阿去。
Act 18:23 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
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家地
方、坚固众门徒。
Act 18:24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
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力山
太、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
经。〔学问或作口才〕
Act 18:25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
了教训、灵里*火热、将耶稣的
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
晓得约翰的洗礼。
Act 18:26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
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
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Act 18:27 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
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
他．〔或作弟兄们就写信劝门徒接待
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
信主的人．
Act 18:28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
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
督。

第十九章
Act 19:1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
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
徒．
Act 19:2 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
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Act 19:3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
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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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9:4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

Act 19:15 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

改的洗、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
以后要来的、就是那耶稣。a
Act 19:5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
稣的名受洗。
Act 19:6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
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
言、又说预言。〔或作又讲道〕
Act 19:7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Act 19:8 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
连三个月、辩论 神国的事、劝
化众人。
Act 19:9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
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
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
离、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
论。
Act 19:10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
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
Act 19:11
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
非常的奇事．
Act 19:12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
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Act 19:13 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
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
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
你们出来。
Act 19:14 作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
士基瓦的七个儿子。

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
谁呢。
Act 19:16 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
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伏他
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
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Act 19:17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
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
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
就尊大了。
Act 19:18 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
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Act 19:19 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
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
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
五万块钱。
b
Act 19:20 如此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
且得胜。
*
Act 19:21 这些事完了、保罗灵里 定
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
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
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Act 19:22 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
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
去．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
Act 19:23 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
不小。
Act 19:24 有一个银匠、名叫底米
丢、是制造亚底米神银龛的、他
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
Act 19:25 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
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
倚靠这生意发财。
Act 19:26 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

19:21*
灵里: tw'/
pneuvmati
和合本译
作心里

a Act 19:4 保罗... ei\pen deV Pau'lo": jIwavnnh"
ejbavptisen bavptisma metanoiva" tw'/ law'/ levgwn
eij" toVn ejrcovmenon met= aujtoVn i{na pisteuvswsin, tou't= e[stin eij" toVn Ij hsou'n. 和合本译
作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
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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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ct 19:20 如此 ou{tw" 和合本译作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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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亚西亚全地、引诱迷惑许
多人、说、人手所作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Act 19:27 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
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
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西亚全
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
之威荣、也要销灭了。
Act 19:28 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
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
阿。
Act 19:29 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
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
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
去。
Act 19:30 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
里、门徒却不许他去。
Act 19:31 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
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
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Act 19:32 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
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
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Act 19:33 有人把亚力山大从众人
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
力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
Act 19:34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
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
弗所人的亚底米阿．如此约有两
小时。
Act 19:35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
人、就说、以弗所人哪、谁不知
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
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
像呢。
Act 19:36 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
His Faith

就当安静、不可造次。
Act 19:37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
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
讟我们的女神。
Act 19:38 若是底米丢和他同行的
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
日子．〔或作自有公堂〕也有方
伯、可以彼此对告。
Act 19:39 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
照常例聚集断定。
Act 19:40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
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
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Act 19:41 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
去。

第二十章
Act 20:1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
顿去。
Act 20:2 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
多话劝勉门徒、〔或作众人〕然后
来到希腊．
Act 20:3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
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
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
Act 20:4 同他到亚西亚去的、有庇
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所巴特、帖
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
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
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
罗非摩。
Act 20:5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
我们。
Act 20:6 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
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
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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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0:7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

Act 20:18 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

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
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
夜。
Act 20:8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
好些灯烛。
Act 20:9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
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
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
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
已经死了。
Act 20:10 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
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
的魂a还在身上。
Act 20:11 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
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
了。
Act 20:12 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
来、得的安慰不少。
Act 20:13 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
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
行。
Act 20:14 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
尼。
Act 20:15 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
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
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Act 20:16 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
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耽延．他
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
耶路撒冷。
Act 20:17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
以弗所去、请会众的长老来。

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
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
何、
Act 20:19 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
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
炼。
Act 20:20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
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Act 20:21 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
人、见证属 神的悔改、与属我
主耶稣的信实。b
*
Act 20:22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
甚迫切、〔原文作在灵里被捆绑〕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Act 20:23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
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
我。
Act 20:24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
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 神恩惠的福音。
Act 20:25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 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
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Act 20:26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
我身上。〔原文作我于众人的血是洁

20:29
太 7:15

20:22*
灵: tw'/
pneuvmati
和合本译
作心

20:26
结 33:9

净的〕
Act 20:27 因为

神的旨意、我并没
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b Act 20:21 又对... diamarturovmeno" jIoudaivoi"
te kaiV {Ellhsin thVn eij" qeoVn metavnoian kaiV
pivstin eij" toVn kuvrion hJmw'n jIhsou'n. 和合本
译作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 神悔
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a Act 20:10 魂 yuchV 和合本译作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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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0: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

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
底、从那里到帕大喇．
Act 21:2 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
去、就上船起行。
Act 21:3 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
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
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Act 21:4 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
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
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Act 21:5 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
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
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
告、彼此辞别．
Act 21:6 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
去了。
Act 21:7 我们从推罗行尽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
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Act 21:8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
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
利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
执事里的一个。
Act 21:9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Act 21:10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名叫亚迦布、从犹
太下来。
Act 21:11 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
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
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
在外邦人手里。
Act 21:12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
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
冷去。

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
全群谨慎、牧养 神的会众、就
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作
救赎的〕
Act 20:29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

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
惜羊群。
Act 20:30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
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
跟从他们。
Act 20:31 所以你们应当儆醒、记念
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戒你们各人。
Act 20: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
神、
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
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
基业。
Act 20:33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
银、衣服。
Act 20:34 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
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
的。
Act 20:35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
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
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
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Act 20:36 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
同众人祷告。
Act 20:37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
项、和他亲嘴。
Act 20:38 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
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
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第二十一章
Act 21:1 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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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1:13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

Act 21:24 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

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
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
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Act 21:14 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
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
了。
Act 21:15 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Act 21:16 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为
〔久为或作老〕门徒的家里、叫我
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
比路人。
Act 21:17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
欢喜喜的接待我们。
Act 21:18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
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Act 21:19 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
神用他传道a、在外邦人中间所
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
Act 21:20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
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
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
律法热心。
Act 21:21 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
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Act 21:22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
怎么办呢。
Act 21:23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罢、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
身．

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
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
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
循规蹈矩、遵行律法。
Act 21:25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
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忌那祭
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
畜、与奸淫。
Act 21:26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
礼、进了殿、报明洁净的日期满
足．只等祭司为他们各人献祭。
Act 21:27 那七日将完、从亚西亚来
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
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
Act 21:28 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
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蹧践
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
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
秽了这圣地。
Act 21:29 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
弗所人特罗非摩、同保罗在城
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Act 21:30 合城都震动、百姓一齐跑
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
立刻都关了。
Act 21:31 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
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
合城都乱了。
Act 21:32 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
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
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
止住不打保罗。
Act 21:33 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21:30
诗 19:13

a Act 21:19 用他传道 diaV th'" diakoniva" aujtou'.
和合本译作用他传教; 参看徒 6:4 diakoniva/
的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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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
什么人、作的是什么事。
Act 21:34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
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
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
罗带进营楼去。
Act 21:35 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
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Act 21:36 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
除掉他。
Act 21:37 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
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
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
么．
Act 21:38 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
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
么。
Act 21:39 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
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
话。
Act 21:40 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
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
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
们说．

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
监。
Act 22:5 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
以给我作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
达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
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拿、带
到耶路撒冷受刑。
Act 22:6 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
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
光、四面照着我。
Act 22:7 我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
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
么逼迫我。
Act 22:8 我回答说、主阿、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
人耶稣。
Act 22:9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
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
声音。
Act 22:10 我说、主阿、我当作什么。
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
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诉
你。
Act 22:11 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
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
大马色。
Act 22:12 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
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
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Act 22:13 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
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
Act 22:14 他又说、我们祖宗的
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
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
出的声音。

第二十二章
Act 22:1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

你们分诉。
Act 22:2 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
话、就更加安静了。
Act 22:3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
在基利家的大数、长在这城里、
在迦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
紧的律法受教、热心事奉 神、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Act 22:4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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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2:15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

Act 22:27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

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作见证。
Act 22:16 现在你为什么耽延呢、起
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
罪。
Act 22:17 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
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象外、
Act 22:18 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
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
为我作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
领受。
Act 22:19 我就说、主阿、他们知道
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
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Act 22:20 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
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
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
裳。
Act 22:21 主向我说、你去罢．我要
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Act 22:22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
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
他罢．他是不当活着的。
Act 22:23 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
尘土向空中扬起来。
Act 22:24 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
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为
什么缘故。
Act 22:25 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
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
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
他、有这个例么。
Act 22:26 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
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作什
么．这人是罗马人。

告诉我、你是罗马人么。保罗
说、是。
Act 22:28 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
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
说、我生来就是。
Act 22:29 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
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
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
他、也害怕了。
Act 22:30 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
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
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
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
在他们面前。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二十三章

23:1*
良知或作
良善的感
知:
suneidhvsei
ajgaqh'/
和合本译
作良心

23:3
太 23:27

23:5
出 22:28

第二十三章
Act 23:1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

说、弟兄们、我在 神面前行事
为人、都是凭着良知*、直到今
日。
Act 23:2 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
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Act 23:3 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
墙、 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
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么。
Act 23:4 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
神的大祭司么。
Act 23:5 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
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
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Act 23:6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
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
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
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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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罗。

Act 23:7 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

Act 23:17 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

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
两党。
Act 23:8 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
活、也没有天使、和灵a．法利赛
人却说、两样都有。
Act 23:9 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
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
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
处、倘若有灵b、或是天使、对他
说过话、怎么样呢。
Act 23:10 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
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
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
来、带进营楼去。
Act 23:11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
说、放心罢、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
我作见证。
Act 23:12 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
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
不喝。
*
Act 23:13 这样同谋 的、有四十多
人。
Act 23:14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
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
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
Act 23:15 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
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
里来、假作要详细察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
跟前就杀他。
Act 23:16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
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
a Act 23:8 灵 pneu'ma, 和合本译作鬼魂
b Act 23:9 灵 pneu'ma, 和合本译作鬼魂

His Faith

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23:11
Act 23:18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
放心:
qavrsei: 说 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
、
或作加油,
鼓起勇气 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
23:13* 告诉你。
同谋:
Act 23:19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
?thVn
sunwmo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
sivan
poihsav事告诉我呢。
meno
和合本译
Act 23:20 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
作同心起
誓
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
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Act 23:21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
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
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
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
允。
Act 23:22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
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
这事报给我了。
Act 23:23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
长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
七十、长枪手二百、今夜亥初往
该撒利亚去．
Act 23:24 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
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
Act 23:25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Act 23:26 大略说、革老丢吕西亚、
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
Act 23:27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
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
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Act 23:28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
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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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
头目．
Act 24:6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
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

Act 23:29 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

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
绑的罪名。
Act 23:30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
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
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
前告他。〔有古卷在此有愿你平安〕
Act 23:31 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
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Act 23:32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
们就回营楼去。
Act 23:33 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
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
前。
Act 23:34 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
那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
人、
Act 23:35 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
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

24:11*
耶 26:2
约 4:20
约 12:20
徒 8:27
来 9:1
来 9:9
来 10:2
启 11:1

24:16*
良知或作
感知:
suneivdhsin
和合本译
作良心

第二十四章
Act 24:1 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

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
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
Act 24:2 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
告他说、
Act 24:3 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
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
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
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
尽。
Act 24:4 惟恐多说、你嫌烦絮、只求
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Act 24:5 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
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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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们的律法审问
Act 24:7 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
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
到你这里来〕
Act 24:8 你自己究问他、就可以知

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Act 24:9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Act 24:10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
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
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
Act 24:11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
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
有十二天．
Act 24:12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
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
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
Act 24:13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
不能对你证实了。
Act 24:14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
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
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
上一切所记载的．
Act 24:15 并且靠着
神、盼望死
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
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Act 24:16 我因此自己勉励、对
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知*。
Act 24:17 过了几年、我带着赒济本
国的捐项和供献的物上去。
Act 24:18 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
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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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也没有吵嚷．惟有几个从亚
西亚来的犹太人．
Act 24:19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
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Act 24:20 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
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
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Act 24:21 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
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
复活的道理。
Act 24:22 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
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
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
事。
Act 24:23 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
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
亲友来供给他。
Act 24:24 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
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
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属
基督耶稣的信实a。
Act 24:25 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
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
说、你暂且去罢、等我得便再叫
你来。
Act 24:26 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
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
论。
Act 24:27 过了两年、波求非斯都接
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
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Act 25:2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Act 25:3 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
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
上埋伏杀害他。
Act 25:4 非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
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
去。
Act 25:5 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
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
么不是、就可以告他。
Act 25:6 非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
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
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
上来。
Act 25:7 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
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
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
证实的。
Act 25:8 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
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
我都没有干犯。
Act 25:9 但非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
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
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
么。
Act 25:10 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
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
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Act 25:11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
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
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
要上告于该撒。

第二十五章
Act 25:1 非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
a Act 24:24 属基督耶稣的信实 th'" eij" CristoVn
Ij hsou'n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信基督耶稣的道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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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5:12 非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

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
撒那里去。
Act 25:13 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
和百尼基氏、来到该撒利亚、问
非斯都安。
Act 25:14 在那里住了多日、非斯都
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
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
Act 25:15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
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
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
Act 25:16 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
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
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
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Act 25:17 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
就不耽延、第二天便坐堂、吩咐
把那人提上来。
Act 25:18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
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
事．
Act 25:19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
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
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
说他是活着的。
Act 25:20 这些事当怎样究问、我心
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
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
审么。
Act 25:21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
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
Act 25:22 亚基帕对非斯都说、我自
己也愿听这人辩论。非斯都说、
明天你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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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5:23 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

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
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公厅．非
25:20*
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
心里作难:
ajporouv- 进来
。
meno"
原文字根 Act 25:24 非斯都说 亚基帕王 和
、
、
作:
ajporevw
在这里的诸位阿、你们看这人、
犹疑不定,
猜不透,疑 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
惑不安.
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
参看:
可 6:20
可容他再活着。
路 24:4
约 13:22 Act 25:25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
林后 4:8
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
加 4:20
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
25:23
太 10:18 Act 25:26 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
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
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
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
有所陈奏。
Act 25:27 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
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第二十六章
Act 26:1 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

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
说、
Act 26:2 亚基帕王阿、犹太人所告
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
诉、实为万幸．
Act 26:3 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
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
求你耐心听我。
Act 26:4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Act 26:5 他们若肯作见证、就晓得
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
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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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6:6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

外邦人的手。
Act 26: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
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
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 神．
又要叫他们得蒙赦罪、和一切藉
着属我的信实成圣的人同得基
业a。
Act 26:19 亚基帕王阿、我故此没有
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Act 26:20 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
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
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 神、行事
与悔改的心相称。
Act 26:21 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
我、想要杀我。
Act 26:22 然而我蒙
神的帮助、直
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
老幼作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
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
事．
Act 26:23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
首先从死里复活、要把光明的
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b
Act 26:24 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
声说、保罗、你癫狂了罢．你的
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Act 26:25 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
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
话。
Act 26:26 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

因为指望 神向我们祖宗所应
许的．
Act 26:7 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
昼夜切切的事奉 神、都指望得
着．王阿、我被犹太人控告、就
是因这指望。
Act 26:8
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
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Act 26:9 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
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Act 26:10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
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
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
杀、我也出名定案。
Act 26:11 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
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
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
的城邑。
Act 26:12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
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
Act 26:13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
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
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
人。
Act 26:14 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
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
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Act 26:15 我说、主阿、你是谁。主
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Act 26:16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
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
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
的事、证明出来．
Act 26:17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
His Faith

a Act 26:18 又要... tou' labei'n aujtouV" a[fesin aJmartiw'n kaiV klh'ron ejn toi'" hJgiasmevnoi"
pivstei th'/ eij" ejmev. 和合本译作又因信我、得蒙
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b Act 26:23 就是... eij paqhtoV" oJ cristov", eij
prw'to" ejx ajnastavsew" nekrw'n fw'" mevllei
kataggevllein tw'/ te law'/ kaiV toi'" e[qnesin. 和
合本译作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
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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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
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
背地里作的。
Act 26:27 亚基帕王阿、你信先知
么、我知道你是信的。
Act 26:28 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
微一劝、便叫我作基督徒*阿。

26:28*
徒 11:26
彼前 4:16

〔或作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基督徒
了〕
Act 26:29 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

多劝、我向 神所求的、不但你
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
这些锁链。
Act 26:30 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
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
Act 26:31 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
罪。
Act 26:32 亚基帕又对非斯都说、这
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
放了。

第二十七章
Act 27:1 非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

们坐船往义大利去、便将保罗、
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里的一个
百夫长、名叫犹流。
Act 27:2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
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
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
我们同去。
Act 27:3 第二天、到了西顿．犹流宽
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
他们的照应。
Act 27:4 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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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
Act 27:5 过了基利家旁非利亚前面
的海、就到了吕家的每拉。
Act 27:6 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
力山太的船、要往义大利去、便
叫我们上了那船。
Act 27:7 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
来到革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
阻、就贴着革哩底背风岸、从撒
摩尼对面行过．
Act 27:8 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
一个地方、名叫佳澳．离那里不
远、有拉西亚城。
Act 27:9 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
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
就劝众人说、
Act 27:10 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
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
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Act 27:11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
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Act 27:12 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
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非尼基过
冬．非尼基是革哩底的一个海
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
Act 27:13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
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革哩
底行去。
Act 27:14 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
下来、那风名叫友拉革罗。
Act 27:15 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Act 27:16 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
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仅
仅收住了小船．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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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7:17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

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赛耳底
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
船飘去。
Act 27:18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
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Act 27:19 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
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Act 27:20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
指望就都绝了。
Act 27:21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
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
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
革哩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
坏。
Act 27:22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
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
失丧这船。
Act 27:23 因我所属所事奉的
神、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Act 27:24 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
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
人、 神都赐给你了。
Act 27:25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
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
成就。
Act 27:26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
岛上。
Act 27:27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
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
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
Act 27:28 就探深浅、探得有十二
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
有九丈。
Act 27:29 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
His Faith

27:24
徒 9:15
腓 4:22

27:34
太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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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
Act 27:30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
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
的样子．
Act 27:31 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
能得救。
Act 27:32 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
子、由他飘去。
Act 27:33 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
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
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Act 27:34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
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各
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Act 27:35 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
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 神、擘
开吃。
Act 27:36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
吃了。
Act 27:37 我们在船上的、共有二百
七十六个人。
Act 27:38 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
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
点。
Act 27:39 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
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
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Act 27:40 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
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
篷、顺着风向岸行去。
Act 27:41 但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
就把船搁了浅．船头胶住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Act 27:42 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
了、恐怕有洑水脱逃的。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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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7:43 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

Act 28:11 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

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洑水
的、跳下水去先上岸．
Act 27:44 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
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
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力山太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
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
的。
Act 28:12 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
日。
Act 28:13 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
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
天就来到部丢利。
Act 28:14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
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
们来到罗马。
Act 28:15 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
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巿、
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
他们、就感谢 神、放心壮胆。
Act 28:16 进了罗马城、〔有古卷在此

第二十八章
Act 28:1 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

岛名叫米利大。
Act 28:2 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
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
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Act 28:3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
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
出来、咬住他的手。
Act 28:4 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
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
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
不容他活着。
Act 28:5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
里、并没有受伤。
Act 28:6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
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时、见
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
Act 28:7 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
岛长部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
情款待三日。
Act 28:8 当时、部百流的父亲、患热
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
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
他。
Act 28:9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
来得了医治。
Act 28:10 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
用的送到船上。
使徒行传 (徒) Act 第二十八章

28:5
可 16:18
路 10:19

有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惟
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

兵、另住在一处。
Act 28:17 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
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
说、弟兄们、我虽没有作什么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
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
在罗马人的手里。
Act 28:18 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
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
死的罪。
Act 28:19 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
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
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Act 28:20 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
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捆锁。
Act 28:21 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
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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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甚
么不好处。
Act 28:22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
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
到处被毁谤的。
Act 28:23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
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
明 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
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
们。
Act 28:24 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
不信的。
Act 28:25 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
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
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Act 28:26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
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Act 28:27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
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
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Act 28:28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
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
必听受。〔有古卷在此有

28:23*
代下
36:15
耶 7:13
耶 7:25
耶 11:7
耶 25:3
耶 26:5
耶 29:19
耶 32:33
耶 35:14
耶 44:4

28:26
赛 6:9
耶 5:21
结 12:2
太 13:14

28:27*
创 3:22
赛 6:10
太 13:15

Act 28:29 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

的就走了〕
Act 28:30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

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
人、他全都接待、
Act 28:31 放胆传讲
神国的道、将
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
人禁止。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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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罗) Rom

第一章
Rom 1:1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

召为使徒、特派传 神的福音．
Rom 1:2 这福音是
神从前藉众先
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Rom 1:3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
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
的、
Rom 1:4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
复活、以大能显明是 神的儿
子。
Rom 1:5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
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为他名的
缘故引人进入由信实*而来的顺
服之中a．
Rom 1:6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
稣基督的人。
Rom 1:7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
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愿
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并
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Rom 1:8 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
你们众人感谢我的 神．因你们
的信实b传遍了天下。
Rom 1:9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
灵*所事奉的 神、可以见证我
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
Rom 1:10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
或者照 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

1:1
林前 15:9
徒 9:15

1:3
路 3:23
太 1:16

1:4
可 1:1

1:5*
西 2:12
弗 2:8
赛 65:16
启 3:14

1:9*
用心灵:
原文作在
我灵里

1:16
林前 1:18
林前 2:5

1:17
哈 2:4
加 3:11
来 10:38

1:19
伯 33:14
*申 30:14

a Rom 1:5 在万... eij" uJpakohVn pivstew" ejn
pa'sin toi'" e[qnesin uJpeVr tou' ojnovmato" aujtou'
和合本译作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
道，eij" 翻成引人进入．．．之中，请参看 Gal
3:24 eij" 的翻法.
b Rom 1:8 你们的信实 hJ pivsti" uJmw'n 和合本译
作你们的信德

罗马书 (罗) Rom 第一章

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Rom 1:11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
你们可以坚固．
Rom 1:12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
与我彼此的信实c、就可以同得
安慰。
Rom 1:13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
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
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
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
到如今仍有阻隔。
Rom 1:14 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
们的债。
Rom 1:15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
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Rom 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
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
人。
Rom 1:17 因为
神的义、正在这福
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由信实而
生的、且引人进入信实之中d．如
经上所记、‘由信实而生的义人
必活e。’
Rom 1:18 原来
神的忿怒、从天上
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Rom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
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 神
已经给他们显明。
c Rom 1:12 彼此的信实 ajllhvloi" pivstew"和合本
译作彼此的信心
d Rom 1:17 由信实... ejk pivstew" eij" pivstin, 和
合本译作本于信、以致于信
e Rom 1:17 由信实... oJ deV divkaio" ejk pivstew"
zhvsetai. 和合本译作义人必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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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1:20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
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
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Rom 1: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
却不当作 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
的心就昏暗了．
Rom 1: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
拙、
Rom 1:23 将不能朽坏之
神的荣
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
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Rom 1:24 所以
神任凭他们、逞着
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
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Rom 1:25 他们将
神的真实变为
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
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
的、直到永远。阿们。
Rom 1:26 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
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Rom 1:27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
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
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
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Rom 1:28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
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Rom 1:29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
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
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Rom 1:30 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
的、怨恨 神的、〔或作被 神所
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
His Faith

1:27
利 20:13
赛 3:9
罗 1:32

1:32

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Rom 1:31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
的、不怜悯人的．
Rom 1:32 他们虽知道
神判定、行
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
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
行。

诗 49:18

第二章

2:1

Rom 2:1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

太 7:1

2:7
但 12:2
太 25:46
约 5:29

2:7*
恒久:
uJpomonhVn
和合本译
作恒心
林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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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
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
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Rom 2:2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Rom 2:3 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
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
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
么。
Rom 2:4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
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
慈是领你悔改呢．
Rom 2:5 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
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 神
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
到。
Rom 2:6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
人．
Rom 2:7 凡恒久行善、寻求荣耀尊
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
生报应他们．
Rom 2:8 惟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
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
他们．
Rom 2:9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
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
罗马书 (罗) Rom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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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人．
Rom 2:10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

2:13

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 加 2:16
诗 1:2
后是希利尼人．
2:15*
Rom 2:11 因为
神不偏待人。
良知或作
感知:
Rom 2:12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 ?th'"
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 suneidhv
sew"
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和合本译
作是非之
Rom 2:13（原来在
神面前、不是 心
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 2:19
太 23:3
义．
Rom 2:14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 2:28
耶 9:25
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
2:29
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 西 2:11
法．
3:4
诗 116: 11
Rom 2:15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
诗 51:4
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知*同作
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Rom 2:16 就在
神藉耶稣基督审
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
音所言。
Rom 2:17 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
法、且指着 神夸口．
Rom 2:18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
晓得 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
非、〔或作也喜爱那美好的事〕
Rom 2:19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
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
Rom 2:20 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
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
理的模范。
Rom 2:21 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
导自己么．你讲说人不可偷窃、
自己还偷窃么．
Rom 2:22 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
罗马书 (罗) Rom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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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淫么．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
窃庙中之物么．
Rom 2:23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
犯律法、玷辱 神么。
Rom 2:24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
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
的。
Rom 2:25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
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
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Rom 2:26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
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
礼、岂不算是有割礼么。
Rom 2:27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
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
这有仪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
么。
Rom 2:28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
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Rom 2:29 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
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
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
是从人来的、乃是从 神来的。

第三章
Rom 3:1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

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Rom 3:2 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
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Rom 3:3 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
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
神的信实a么。
Rom 3:4 断乎不能．不如说、 神是
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
a Rom 3:3 神的信实 thVn pivstin tou' qeou' 和合
本译作神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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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
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
胜。’
Rom 3:5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
们的不义、若显出 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降怒、
是他不义么．
Rom 3:6 断乎不是．若是这样、 神
怎能审判世界呢。
Rom 3:7 若
神的真实、因我的虚
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
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
Rom 3:8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
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
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
罪、是该当的。
Rom 3:9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
们强么．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
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
恶之下．
Rom 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
人、连一个也没有．
Rom 3:11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Rom 3: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
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
有。
Rom 3: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
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
有虺蛇的毒气．
Rom 3:14 满口是咒骂苦毒．
Rom 3: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Rom 3: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
虐的事．
Rom 3:17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
道．
His Faith

Rom 3:18 他们眼中不怕

神。’

Rom 3:19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

3:9
加 2:15

3:10
诗 14:1
诗 53:3
传 7:20

3:13
诗 5:9
太 3:7
创 3:15

3:19
林前 9:20
加 4:4
加 4:21
加 5:18

3:20
加 2:16
申 31:26
罗 2:13

3:21
约 5:46
彼前 1:10

3:25
提后 1:9
*赛 31:5
出 12:11

3:26
提后 1: 10

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
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
神审判之下．
Rom 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
个、因律法的功a、能在 神面前
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Rom 3:21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
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
知为证．
Rom 3:22 就是
神的义、藉着耶稣
b
基督的信实 、加给一切相信的
人、并没有分别．
Rom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
了 神的荣耀。
Rom 3:24 如今却蒙
神的恩典、藉
着基督耶稣里的救赎c、就白白
的称义。
Rom 3:25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藉着在耶稣血里的信实d、要
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自己担
当、逾越*〔或作宽容〕就是那在
先时就已成就的赎罪祭e．
Rom 3:26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
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由耶稣
a Rom 3:20 因律法的功 ejx e[rgwn novmou 和合本
译作因行律法
b Rom 3:22 藉着耶稣基督的信实 diaV pivstew"
Ij hsou' Cristou' 和合本译作因信耶稣基督
c Rom 3:24 藉着... diaV th'" ajpolutrwvsew" th'"
ejn Cristw'/ Ij hsou': 和合本译作因基督耶稣的
救赎
d Rom 3:25 藉着... diaV (th'") pivstew" ejn tw'/ aujtou' ai{mati 和合本译作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
的信
e Rom 3:25 因为... diaV thVn pavresin tw'n progegonovtwn aJmarthmavtwn 26 ejn th'/ ajnoch'/ tou'
qeou', 和合本译作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
时所犯的罪

207

罗马书 (罗) Rom 第三章

罗马书 (罗) Rom 第三章

的信实而生的人为义a。
Rom 3:27 既是这样、那里能夸口
呢．没有可夸的了。那么该藉着
何律呢?是藉着律法的功么b?不
是、乃是藉着由信实而生之律c。
Rom 3:28 所以〔有古卷作因为〕我们
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实d、不
是因着律法的功e。
Rom 3:29 难道
神只作犹太人的
神么．不也是作外邦人的 神
么．是的、也作外邦人的 神。
Rom 3:30 神既是一位、他就要称
那由信实而生受割礼的人为义、
也要藉着信实称那未受割礼的
人为义f。
g
Rom 3:31 这样、我们藉着信实 废了
律法么．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
法。

Rom 4:3 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
3:28
加 2:16

3:31
罗 13:8
来 9:10

4:3
创 15:6
加 3:6
雅 2:23

4:7-8
诗 32:1-2

第四章
Rom 4:1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

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Rom 4:2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
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 神面
前并无可夸。
a Rom 3:26 也称... kaiV dikaiou'nta toVn ejk
pivstew" Ij hsou'. 和合本译作也称信耶稣的人
为义
b Rom 3:27 那么... diaV poivou novmou; tw'n e[rgwn;
和合本译作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么
c Rom 3:27 乃是藉着由信实而生之律 diaV novmou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乃用信主之法
d Rom 3:28 人称义是因着信实 dikaiou'sqai
pivstei a[nqrwpon 和合本译作人称义是因着信
e Rom 3:28 不是因着律法的功 cwriV" e[rgwn novmou. 和合本译作不在乎遵行律法
f Rom 3:30 称那由... dikaiwvsei peritomhVn ejk
pivstew" kaiV ajkrobustivan diaV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
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g Rom 3:31 藉着信实 diaV th'" pivstew"和合本译
作因信

罗马书 (罗) Rom 第四章

拉罕信 神、这就被算给他为
义h。’
Rom 4:4 工价被算给作工的、不是
本乎恩典、乃是本乎债i、
Rom 4:5 但他的信实被算给不作工
的（但相信神能改变不敬虔人
成为义人的）人为义j。
Rom 4:6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
外、蒙 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
的。
Rom 4:7 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
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Rom 4:8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
有福的。’
Rom 4:9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
那受割礼的人么．不也是加给那
未受割礼的人么．因我们所说、
主的信实被算给亚伯拉罕为
义k。
Rom 4:10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
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
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
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Rom 4:11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由信实而

h Rom 4:3 这就被算给他为义 kaiV ejlogivsqh aujtw'/
eij"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作这就算为他的义
i Rom 4:4 工价被算给... tw'/ deV ejrgazomevnw/ oJ
misqoV" ouj logivzetai kataV cavrin ajllaV kataV
ojfeivlhma, 和合本译作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
典、乃是该得的
j Rom 4:5 但他的信实被算给...为义 tw'/ deV mhV
ejrgazomevnw/ pisteuvonti deV ejpiV toVn dikaiou'n ta toVn ajsebh' logivzetai hJ pivsti" aujtou' eij"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作惟有不作工的、只信
称罪人为义的 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k Rom 4:9 主的信实被算给...为义 ejlogivsqh tw'/
jAbraaVm hJ pivsti" eij"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作
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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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义的印证 、叫他作一切未
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
被算为义b．
Rom 4:12 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
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着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未受割
礼的时候)由信实而生之踪迹去
行的人c。
Rom 4:13 因为
神应许亚伯拉罕
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
因律法、乃是藉着由信实而生之
义d。
Rom 4:14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
为后嗣、信实e就归于虚空、应许
也就废弃了。
Rom 4:15 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
〔或作叫人受刑的〕那里没有律
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Rom 4:16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由信
实而生f．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
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归给那只
属乎律法的后裔g、而归给亚伯
拉罕由信实而生的后裔h。

Rom 4:17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

4:17
创 17:5

4:18
创 15:5

4:19
创 18:11

a Rom 4:11 由信实... sfragi'da th'" dikaiosuvnh"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因信称义的印证
b Rom 4:11 使他们也被算为义 eij" toV logisqh'nai (kaiV) aujtoi'" (thVn)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
作使他们也算为义
c Rom 4:12 并且... kaiV toi'" stoicou'sin toi'"
i[cnesin th'" ejn ajkrobustiva/ pivstew" tou' patroV" hJmw'n jAbraavm. 和合本译作并且按我们
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
人
d Rom 4:13 乃是... ajllaV diaV dikaiosuvn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e Rom 4:14 信实 hJ pivsti" 和合本译作信
f Rom 4:16 由信实而生 ejk pivstew 和合本译作本
乎信
g Rom 4:16 不归... ouj tw'/ ejk tou' novmou movnon 和
合本译作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h Rom 4:16 而归... ajllaV kaiV tw'/ ejk pivstew"
jAbraav 和合本译作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
的

His Faith

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 神、他
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
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
父。’
Rom 4:18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
有指望地相信他得以作多国的
父、正如先前所说i、‘你的后裔
将要如此。’
Rom 4:19 在他里面的信实还是不
软弱、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还是
不以为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也
不以为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j．
Rom 4:20 并且仰望
神的应许、总
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
因信实、心里被坚固k、将荣耀归
给 神。
l
Rom 4:21 且满心相信 、 神所应许
的必能作成．
m
Rom 4:22 所以这就被算给他为义 。
n
Rom 4:23 这就被算给他 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Rom 4:24 也是为我们将来被算为
i Rom 4:18 仍有... ejp= ejlpivdi ejpivsteusen eij" toV
genevsqai aujtoVn patevra pollw'n ejqnw'n kataV
toV eijrhmevnon 和合本译作因信仍有指望、就得
以作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
j Rom 4:19 在他里面的信实... kaiV mhV ajsqenhvsa"
th'/ pivstei katenovhsen toV eJautou' sw'ma (h[dh)
nenekrwmevnon, eJkatontaethv" pou uJpavrcwn,
kaiV thVn nevkrwsin th'" mhvtra" Savrra": 和合
本译作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
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
是不软弱
k Rom 4:20 反倒... ajll= ejnedunamwvqh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l Rom 4:21 且满心相信 kaiV plhroforhqeiV"原文
作且完全被说服
m Rom 4:22 所以这就被算给他为义 dioV (kaiV)
ejlogivsqh aujtw'/ eij"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作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n Rom 4:23 这就被算给他 ejlogivsqh aujtw'/ 和合本
译作算为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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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人a写的．就是我们这信
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的人。
Rom 4:25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
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
义。〔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

Rom 5:9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

5:13
创 1:1-2

5:18
林前
15:22

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

第五章
b

Rom 5:1 我们既因信实称义 、就藉

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 神
相和。
c
Rom 5:2 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实]
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
且欢欢喜喜盼望 神的荣耀。
Rom 5: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
生忍耐．
Rom 5:4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Rom 5: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
赐给我们的圣灵、将 神的爱浇
灌在我们心里。
Rom 5:6 因我们还软弱不敬虔的时
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
死。d
Rom 5:7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
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Rom 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
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
此向我们显明了。
a Rom 4:24 将来被算为义之人 oi|" mevllei logivzesqai, 和合本译作将来得算为义之人
b Rom 5:1 既因信实称义 Dikaiwqevnte" ou\n ejk
pivstew" 和合本译作既因信称义
c Rom 5:2 [因信实]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因信
d Rom 5:6 因我们... [Eti gaVr CristoV" o[ntwn
hJmw'n ajsqenw'n e[ti kataV kairoVn uJpeVr ajsebw'n
ajpevqanen. 和合本译作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
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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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 神的忿
怒。
Rom 5: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藉着 神儿子的死、得与 神
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
生得救了。
Rom 5:11 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
主耶稣基督、得与 神和好、也
就藉着他、以 神为乐。
Rom 5:12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
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
罪。
Rom 5:13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
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被指
控〔指控或作记录〕e。
Rom 5:14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
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
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
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Rom 5:15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
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
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
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
到众人么。
Rom 5:16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
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
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
义。
Rom 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
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
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
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么。
Rom 5:18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
e Rom 5:13 罪也... aJmartiva deV oujk ejllogei'tai
和合本译作罪也不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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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
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
命了。
Rom 5:19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
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
人也成为义了。
Rom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
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
就更显多了。
Rom 5: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
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第六章
Rom 6:1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

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
Rom 6:2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
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
Rom 6:3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
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
死么。
Rom 6:4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
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
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
样。
Rom 6:5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
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Rom 6:6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
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
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Rom 6: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
罪。
Rom 6:8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
信必与他同活．
Rom 6:9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
His Faith

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
主了。
Rom 6: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
5:18
次．他活是向 神活着。
林前
15:22
Rom 6:11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
6:3*
己是死的．向 神在基督耶稣
林前 10: 2
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林前
12:13
Rom 6: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
加 3:27
西 2:12
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
的私欲．
6:6
林前
Rom 6:13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
15:31
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
6:11
加 2:19
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 神．
6:17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
心里顺服:
uJphkou- Rom 6:14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
vsate deV
ejk kardi- 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
va"
原文作:心 下。
里听从
Rom 6:15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
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
犯罪么．断乎不可。
Rom 6:16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
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
么．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
Rom 6:17 感谢
神、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
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Rom 6:18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作了义的奴仆。
Rom 6:19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
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
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
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
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
圣．
Rom 6:20 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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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Rom 6:21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
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
的结局就是死。
Rom 6:22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
了释放、作了 神的奴仆、就有
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Rom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
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乃是永生。

7:2
林前 7:39

7:3
太 5:32
路 16:18

7:6
林后 3:6

7:7
出 20:17

第七章
Rom 7:1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

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
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么。
Rom 7:2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
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
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Rom 7:3 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
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
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
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Rom 7:4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
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
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
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
果子给 神。
Rom 7:5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罪的苦楚a、就在
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
的果子．
Rom 7:6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
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圣灵的新
a Rom 7:5 那因... taV paqhvmata tw'n aJmartiw'n
taV diaV tou' novmou 和合本译作那因律法而生的
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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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
Rom 7:7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
法是罪么．断乎不是．只是非因
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
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
何为贪心。
Rom 7:8 然而罪趁着机会、就藉着
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
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Rom 7:9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
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Rom 7:10 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
倒叫我死．
Rom 7:11 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
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Rom 7:12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
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
的。
Rom 7:13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
我死么．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
是罪。但罪藉着那良善的叫我
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
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Rom 7:14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
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
经卖给罪了。
Rom 7:15 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
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
Rom 7:16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
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
Rom 7:17 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
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Rom 7:18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
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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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
不得我。
Rom 7:19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
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
去作。
Rom 7:20 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
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
的罪作的。
Rom 7:21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
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
在。
Rom 7:22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原文作人〕我是喜欢 神的律．
Rom 7: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
律、和我悟性a的律交战、把我掳
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Rom 7:24 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
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Rom 7:25 感谢
神、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
来、我以悟性b*顺服 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7:25*
弗 4:23
诗
119:144

8:1
约一 3:6

8:3
来 2:14
*民 21:8

8:4
约一 3:9

8:7
太 16:23

8:8
创 3:22
赛 6:10
彼前 4:6
林后 5:10

第八章
Rom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

的、就不定罪了。
Rom 8: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
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
罪和死的律了。
Rom 8:3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
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
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
祭、将肉体中的罪定了罪c．
Rom 8:4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

d Rom 8:9 如果... ei[per pneu'ma qeou' oijkei'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如果 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e Rom 8:10 基督... eij deV CristoV" ejn uJmi'n, toV
meVn sw'ma nekroVn diaV aJmartivan toV deV pneu'ma
zwhV diaV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作基督若在你
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f Rom 8:11 在...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在你们心里
g Rom 8:11 在...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在你们心里

a Rom 7:23 悟性 noov" 和合本译作心中
b Rom 7:25 悟性 noi< 和合本译作内心
c Rom 8:3 将肉体... katevkrinen thVn aJmartivan
ejn th'/ sarkiv 和合本译作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His Faith

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
身上。
Rom 8:5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
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
圣灵的事。
Rom 8: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
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Rom 8:7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
神为仇．因为不服 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Rom 8:8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欢。
Rom 8:9 如果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
d
面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
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
属基督的。
Rom 8:10 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
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e
Rom 8:11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f、那叫
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
着住在你们里面g的圣灵、使你
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Rom 8:12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
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
活着。
Rom 8: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
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
行必要活着。
Rom 8:14 因为凡被
神的灵引导
的、都是 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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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

Rom 8: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

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
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a
Rom 8:16 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同
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b
Rom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
是 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
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
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Rom 8: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
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
介意了。
Rom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
的众子显出来。
Rom 8:20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
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
叫他如此的。
Rom 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
离败坏的辖制、得享 神儿女自
由的荣耀。〔享原文作入〕
Rom 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Rom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
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
*
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
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Rom 8:24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
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
望他所见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

的、就必忍耐等候。
Rom 8: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
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
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
叹息、替我们祷告。
Rom 8:27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
意思．因为圣灵照着 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Rom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
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Rom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Rom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
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
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
荣耀。
Rom 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
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
我们呢。
Rom 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
Rom 8:33 谁能控告
神所拣选的
人呢．有 神称他们为义了。

8:16
弗 1:13
林后 1: 22
约一 3:24

8:17
太 25:34

8:23
弗 1:14
弗 4:30

8:23*
里面: ejn
eJautoi'"
和合本译
作心里

8:24
林后 1:10

8:28
约一 4: 10
约一 4:19
*太 24: 24
提后 2:19

8:32
林前 3:21

〔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

Rom 8: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

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
活、现今在 神的右边、也替我
们祈求。〔有基督云云或作是已经死

见的何必再盼望呢〕
a Rom 8:15 你们... ouj gaVr ejlavbete pneu'ma
douleiva" pavlin eij" fovbon ajllaV ejlavbete pneu' ma uiJoqesiva" ejn w|/ kravzomen: abba oJ pathvr.
和合本译作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
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b Rom 8:16 圣灵... aujtoV toV pneu'ma summarturei'
tw'/ pneuvmati hJmw'n o{ti ejsmeVn tevkna qeou'. 和
合本译作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
女．

罗马书 (罗) Rom 第八章

神么〕

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 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么〕
Rom 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

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
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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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
么。
Rom 8:36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
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
将宰的羊。’
Rom 8: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
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了。
Rom 8: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
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
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Rom 8:39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
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8:36
诗 44:22

9:1*
良知或作
感知:
?th'"
suneidhvsew"
和合本译
作良心

9:4
耶 11:14

9:5

第九章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约 3:35
徒 10:36
罗 11:36
林前 3:21
弗 1:22
西 1:16
来 1:2

Rom 9:1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

9:7

谎言、有我良知*被圣灵感动、给
我作见证．
Rom 9:2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
伤痛。
Rom 9:3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
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
也愿意。
Rom 9:4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
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
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Rom 9:5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
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
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
颂的 神。阿们。
Rom 9:6 这不是说
神的话落了
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
以色列人．
Rom 9:7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
裔、就都作他的儿女．惟独‘从
His Faith

创 21:12

9:9
创 18:10

9:12
创 25:23

9:13
玛 1:2-3

9:15
出 33:19

9:17
出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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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
裔。’
Rom 9:8 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
女、不是 神的儿女．惟独那应
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Rom 9:9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
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
拉必生一个儿子。’
Rom 9:10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
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孕．
Rom 9:11（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
恶还没有作出来、只因要显明
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
为、乃在乎召人的主）
Rom 9:12 神就对利百加说、‘将
来大的要服事小的。’
Rom 9:13 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
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Rom 9:14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 神有什么不公平么．断乎
没有。
Rom 9:15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
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
恩待谁。’
Rom 9:16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
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
乎发怜悯的 神。
Rom 9:17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
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
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
名传遍天下。’
Rom 9:18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
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
叫谁刚硬。
Rom 9:19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
罗马书 (罗) Rom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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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
旨意呢。
Rom 9:20 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
敢向 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
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
呢。
Rom 9:21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
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么。
Rom 9:22 倘若
神要显明他的忿
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
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Rom 9:23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
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
器皿上．
Rom 9:24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
神
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
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
呢。
Rom 9:25 就像
神在何西阿书上
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
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
的、我要称为蒙爱的。
Rom 9:26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
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
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 神的儿
子。’
Rom 9:27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
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Rom 9:28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
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
完结。’
Rom 9:29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
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
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
罗马书 (罗) Rom 第十章

9:25
何 2:23

9:27
赛 10:22
太 20:16
*耶 23:3

9:28
赛 28:22

9:29
赛 1:9

9:32
太 11:6
彼前 2:8

9:33
赛 8:14

10:4
太 5:17
提前 1:5

10:5
利 18:5
尼 9:29
结 20:11
结 20:13
结 20:21
加 3:12

10:6-8
申 30:12
-14

摩拉的样子了。’
Rom 9:30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
了义、就是由信实而生的义a．
Rom 9:31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
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Rom 9:32 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
他们不是由信实而生、乃是出于
行为b．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Rom 9:33 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
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
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

第十章
Rom 10:1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

向 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
救。
Rom 10:2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
神
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Rom 10:3 因为不知道
神的义、想
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 神的义
了。
Rom 10: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
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Rom 10:5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
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
着。’
c
Rom 10:6 惟有由信实而生的义 如
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
a Rom 9:30 就是由信实而生的义 dikaiosuvnhn
deV thVn ejk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就是因信而得
的义
b Rom 9:32 是因... o{ti oujk ejk pivstew" ajll= wJ"
ejx e[rgwn: 和合本译作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
求、只凭着行为求
c Rom 10:6 惟有由信实而生的义 hJ deV ejk
pivstew" dikaiosuvnh 和合本译作惟有出于信心
的义

216

FOJC.NET

罗马书 (罗) Rom 第十章

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
来．
Rom 10:7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
10:9
太 10:32
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Rom 10:8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
10:13
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 珥 2:32
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 10:15
赛 52:7
基督的信实之道a。
10:16
Rom 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 赛 53:1
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 10:17
加 3:2
得救．
Rom 10:10 因为基督的信实使人心 10:18
诗 19:4
里相信以致于称义．使人口里承 太 24:14
认以致于得救b。
10:19
申 32:21
Rom 10:11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
10:20
必不至于羞愧。’
赛 65:1
Rom 10:12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 罗 15:21
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10:21
赛 65:2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Rom 10:13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 11:3
王上
19:10
必得救。’
王上
Rom 10: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 19:14
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
11:4
王上
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19:18
Rom 10:15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
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
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
美。’
Rom 10:16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主阿、我们所
传的有谁信呢。’
Rom 10:17 可见信实是从听见来的、
a Rom 10:8 基督的信实之道 toV rJh'ma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信主的道
b Rom 10:10 因为... kardiva/ gaVr pisteuvetai eij"
dikaiosuvnhn, stovmati deV oJmologei'tai eij"
swthrivan. 和合本译作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
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His Faith

听见是从基督的话来的c。
Rom 10:18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么．
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
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Rom 10:19 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
么．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
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
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
气。’
Rom 10:20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
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
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
Rom 10:21 至于以色列人、他
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
嘴的百姓。’

第十一章
Rom 11:1 我且说、

神弃绝了他的
百姓么．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
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
便雅悯支派的。
Rom 11:2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
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
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
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
Rom 11:3‘主阿、他们杀了你的先
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
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Rom 11:4 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
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
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Rom 11:5 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
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Rom 11:6 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
c Rom 10:17 可见... a[ra hJ pivsti" ejx ajkoh'", hJ deV
ajkohV diaV rJhmv ato" Cristou'. 和合本译作可见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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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了。
Rom 11:7 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
11:8
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惟有蒙 赛 29:10
赛 6:9
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 *灵:
pneu'ma
顽梗不化的．
和合本译
Rom 11:8 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 作心
们昏迷的灵*、眼睛不能看见、耳 11:9
诗 69:22
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
11:22
Rom 11:9 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 太 22:12
席变为网罗、变为机槛、变为绊 林后 1:12
11:26
脚石、作他们的报应．
诗 14:7
Rom 11:10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
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
腰。’
Rom 11:11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
们跌倒么．断乎不是．反倒因他
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Rom 11:12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
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
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Rom 11:13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
我的职分．〔敬重原文作荣耀〕
Rom 11:14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
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
Rom 11:15 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
与 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
是死而复生么。
Rom 11:16 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
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Rom 11:17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
着橄榄根的肥汁．
罗马书 (罗) Rom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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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11:18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
根、乃是根托着你。
Rom 11:19 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
来、是特为叫我接上。
Rom 11:20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
以被折下来．因为基督的信实、
所以你立得住a．你不可自高、反
要惧怕。
Rom 11:21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
子、也必不爱惜你。
Rom 11:22 可见
神的恩慈、和严
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
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
下来。
Rom 11:23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
信、仍要被接上．因为 神能够
把他们从新接上。
Rom 11:24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
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
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Rom 11:25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
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
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
心刚硬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
满了b
Rom 11:26 并且以色列全家都要如
此得救c、如经上所记、‘必有一
a Rom 11:20 因为... suV deV th'/ pivstei e{sthka". 和
合本译作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
b Rom 11:25 就是... o{ti pwvrwsi" ajpoV mevrou" tw'/
Ij srahVl gevgonen a[cri ou| toV plhvrwma tw'n ejqnw'n eijsevlqh/ 和合本译作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
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c Rom 11:26 并且... kaiV ou{tw" pa'" jIsrahVl
swqhvsetai, 和合本译作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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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
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各家的一切罪恶。’
旨意。
11:27
Rom 11:27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
Rom 12:3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
耶 31:31
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
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
11:32
加 3:22
约。’
看的．要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
Rom 11:28 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 11:34
实的大小a、看得合乎中道。
55:9
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 赛
Rom 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
*意念:
nou'n
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
和合本译
作心
Rom 11:29 因为
神的恩赐和选召、
用处。
是没有后悔的。
Rom 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
11:36
林前 8:6
Rom 11:30 你们从前不顺服
神、如 万有: 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
103:19
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 诗
是如此。
耶 10:16
约 3:35
怜恤．
Rom 12: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
徒 10:36
Rom 11:31 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 罗 9:5
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实
林前 3:21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现 弗 1:22 的程度说预言b．
西 1:16
在也就蒙怜恤。
Rom 12: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
来 1:2
Rom 11:32 因为
神将众人都圈在
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
12:2*
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 意念: 导．
ooV"
Rom 11:33 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 ?n和合本译
Rom 12:8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
作心意
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
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
12:8
*
的踪迹何其难寻、
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乐意*。
乐意:
*
iJlarovthti Rom 12:9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
Rom 11:34 谁知道主的意念 、谁作
和合本译
过他的谋士呢、
恶、善要亲近。
作甘心
Rom 11:35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
Rom 12:10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
12:11*
灵里:
偿还呢。
敬人、要彼此推让。
pneuvmati
*
Rom 11: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 和合本译 Rom 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
作心里
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
火热．常常服事主。
12:14
直到永远。阿们。
Rom 12:12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
太 5:44
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第十二章
Rom 12:13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
Rom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
味的款待。
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
Rom 12:14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
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
a Rom 12:3 要照 eJkavstw/ wJ" oJ qeoV" ejmevrisen
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
mevtron pivstew". 和合本译作要照着 神所分
然的。
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b Rom 12:6 就当 ei[te profhteivan kataV thVn ajRom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
nalogivan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就当照着
*
意念 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
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

...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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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Rom 12:15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
哭的人要同哭。
12:15
Rom 12: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
林前
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 12:26
12:17
事〕不要自以为聪明。
太 5:39
Rom 12:17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
12:19
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申 32:35
Rom 12:18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
12:20
箴 25:21
人和睦。
赛 6:6-7
Rom 12:19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
13:5*
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 良知或作
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 感知:
thVn
suneivdh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sin
Rom 12:20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 和合本译
作良心
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13:7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 太 22:21
他的头上。’
13:8
Rom 12:21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 路 6:31
13:9
善胜恶。

第十三章
Rom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

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
神的．凡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
的。
Rom 13: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
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
罚。
Rom 13:3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
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
意不惧怕掌权的么．你只要行
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Rom 13:4 因为他是
神的用人、是
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
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
是 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
罗马书 (罗) Rom 第十四章

利 19:18
太 19:19
太 22:39
可 12:31
加 5:14
雅 2:8
出 15:26
申 11:13
箴 3:1
约一 2:3

那作恶的。
Rom 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
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知*。
Rom 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
故．因他们是 神的差役、常常
特管这事。
Rom 13:7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
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
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Rom 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
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Rom 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
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
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
句话之内了。
Rom 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
爱就完全了律法。
Rom 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
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
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Rom 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
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
明的兵器。
Rom 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
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
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Rom 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
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第十四章
a

Rom 14:1 在信实里软弱的 、你们要

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Rom 14:2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
a Rom 14:1 在信实里软弱的 ToVn deV ajsqenou'nta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信心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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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的、只吃蔬菜。
了。
Rom 14:3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
Rom 14:15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
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
因为 神已经收纳他了。
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
14:5*
Rom 14:4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
叫他败坏。
意念要坚
定:
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 ?noi<
Rom 14:16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plhrofo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 reivsqw. Rom 14:17 因为 神的国、不在乎吃
*
和合本译 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
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作心里要
Rom 14:5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 意见坚定. 中的喜乐。
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意 14:11 Rom 14:18 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
赛 45:23 就为
念要坚定*。
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
Rom 14:6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14:14
许。
路 11:41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 多 1:15 Rom 14:19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
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 14:17* 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出 32:6
也感谢 神。
Rom 14:20 不可因食物毁坏
神的
林前 10:7
Rom 14:7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
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
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Rom 14:8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
Rom 14:21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
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
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
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不作才好。
a
Rom 14: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Rom 14:22 你有信实 、就当在
神
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
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
Rom 14:10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
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
Rom 14:23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
我们都要站在 神的台前。
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实．
Rom 14:11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
凡不出于信实的都是罪b。
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
第十五章
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Rom 15:1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
Rom 14:12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
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
将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说明。
悦。
Rom 14:13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
Rom 15:2 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
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
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绊脚跌人之物。
Rom 14:14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

a Rom 14:22 你有信实 suV pivstin (h}n) e[cei" 和合
本译作你有信心
b Rom 14:23 不是... o{ti oujk ejk pivstew": pa'n deV
o} oujk ejk pivstew" aJmartiva ejstivn. 和合本译作
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惟独人
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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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15:3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

识、也能彼此劝戒。
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
Rom 15:15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
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
15:3
Rom 15: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
神所给我的恩典、
诗 69:9
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
Rom 15: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
15:4
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 提后 3:16 稣的仆役、作 神福音的祭司、
望。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
15:9
诗 18:49
Rom 15:5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
神、
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15:10
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 申 32:43 Rom 15:17 所以论到 神的事我在
稣．
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15:11
Rom 15:6 一心一口、荣耀
神、我 诗 117:1 Rom 15:18 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
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
15:12
赛 11:1
Rom 15:7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
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
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 15:13* 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
罗 15:18
路 4:14
与 神。
服．
Rom 15:8 我说、基督是为
神真理 15:21 Rom 15:19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
52:15
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 赛
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
罗 10:20
应许列祖的话。
音。
15:23*
切切想望: Rom 15:20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
Rom 15:9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
ejpipoqivan
悯、荣耀 神．如经上所
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
和合本译
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 作切心想 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望
你、歌颂你的名。’
Rom 15:21 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
Rom 15:10 又说、‘你们外邦人、当
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
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过的、将要明白。’
Rom 15:11 又说、‘外邦阿、你们当
Rom 15:22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
赞美主．万民哪、你们都当颂赞
到你们那里去．
他。’
Rom 15:23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
Rom 15:12 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
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
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
切想望*到士班雅去的时候、可
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以到你们那里．
Rom 15: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
神、
Rom 15:24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
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
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
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
力 、大有盼望。
Rom 15:25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Rom 15:14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
供给圣徒。
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
Rom 15:26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罗马书 (罗) Rom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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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
中的穷人。
16:13
Rom 15:27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
*可 15:21
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 约 19:27
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分、
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
Rom 15:28 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
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
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
Rom 15:29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
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Rom 15:30 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
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
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
神．
Rom 15:31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
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
捐项、可蒙圣徒悦纳．
Rom 15:32 并叫我顺着
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
同得安息。
Rom 15:33 愿赐平安的
神、常和你
们众人同在。阿们。

第十六章
Rom 16:1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

妹非比、他是坚革哩会众中的女
执事a．
Rom 16:2 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
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
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
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Rom 16:3 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
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a Rom 16:1 他是... ou\san (kaiV) diavkonon th'"
ejkklhsiva" th'" ejn Kegcreai'", 原文作他是坚革
哩教会中主的女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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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16:4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

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
们、就是外邦的众会众、也感谢
他们．
Rom 16:5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会众
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
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
子。
Rom 16:6 又问马利亚安．他为你们
多受劳苦。
Rom 16:7 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
监的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他们
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
先在基督里。
Rom 16:8 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
的暗伯利安。
Rom 16:9 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
工的耳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
古安。
Rom 16:10 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
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
人安。
Rom 16:11 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
拿其数家在主里的人安。
Rom 16:12 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
氏和土富撒氏安。问可亲爱为主
多受劳苦的彼息氏安。
*
Rom 16:13 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孚
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
母亲。
Rom 16:14 又问亚逊其土、弗勒干、
黑米、八罗巴、黑马、并与他们
在一处的弟兄们安。
Rom 16:15 又问非罗罗古、和犹利
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
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
罗马书 (罗) Rom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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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Rom 16:16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

圣洁。基督的众会众都问你们
安。
16:17
Rom 16:17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
太 7:15
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 太 18:17
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Rom 16:18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
们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
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
人的心。
Rom 16:19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
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
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
拙。
Rom 16:20 赐平安的
神、快要将撒
但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
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Rom 16:21 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
的亲属路求、耶孙、所西巴德、
问你们安。
Rom 16:22 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
主里面问你们安。
Rom 16:23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会众
的该犹、问你们安。
Rom 16:24 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
兄弟括土、问你们安。
Rom 16:25 惟有
神能照我所传的
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
永古隐藏不言奥秘的启示a、坚
固你们的心。
Rom 16:26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
且按着永生 神的命、藉众先知
a Rom 16:25 并照永古...的启示 kataV
ajpokavluyin musthrivou crovnoi" aijwnivoi"
sesighmevnou, 和合本译作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
奥秘

罗马书 (罗) Rom 第十六章

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进入
由信实而来的顺服之中b。
Rom 16:27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
独一全智的 神、直到永远。阿
们。

b Rom 16:26 进入由信实而来的顺服之中 eij"
uJpakohVn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信服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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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争。
1Co 1:12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
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
第一章
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
1Co 1:1 奉
神旨意、蒙召作耶稣 1:2*
督的。
创
4:26
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
1Co 1:13 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
诗 86:3
尼、
珥 2:32
你们钉了十字架么．你们是奉保
徒 2:21
1Co 1:2 写信给在哥林多
神的会 罗 10:13 罗的名受了洗么。
众、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 1:6*
1Co 1:14 我感谢
神、除了基利司
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 你们心里: 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
?ejn uJmi'n,
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 原文作你 个人施洗．
们里面
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1Co 1:15 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
1:17
1Co 1:3 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 约 4:2 的名受洗。
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1Co 1:16 我也给司提反家施过洗．
1:19
赛
29:14
们。
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
林前 2:8
1Co 1:4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
俄 1:8
清。
神、因 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 1:22
1Co 1: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
太 16:1
你们的恩惠．
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
1Co 1:5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
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
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空。
1Co 1:6 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
1Co 1:18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
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
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
1Co 1:7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
人却为 神的大能。
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
1Co 1:19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
基督显现．
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
1Co 1:8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
聪明。’
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1Co 1:20 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
无可责备。
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 神
1Co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
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
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
拙么。
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1Co 1:21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
1Co 1:10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
认识 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
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
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
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
人．这就是 神的智慧了。
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1Co 1:22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
1Co 1:11 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
人是求智慧．
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

哥林多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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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 1:23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

大能的明证．
a
1Co 2:5 叫你们的信实 不在乎人的
智慧、只在乎 神的大能。
1Co 2: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
1:26
太 19:23 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
．
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
1:30
耶 23:6
耶 33:16 败亡之人的智慧．
1Co 2:7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
1:31
耶 9:23-24 藏、
神奥秘的智慧、就是 神
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
2:4
帖前 1:5
的．
2:7
1Co 2:8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弗 1:4
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
2:8
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诗 8:2
林前 1: 19 了
．
林后 3:14
1Co 2:9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
2:9
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
赛 64:4
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
想到的。’
1Co 2:10 只有
神藉着圣灵向我们
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
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Co 2: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
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 神的
灵、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
第二章
1Co 2: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
上的灵、乃是从 神来的灵、叫
1Co 2:1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
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
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
的事。
宣传 神的奥秘。
1Co 2: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
1Co 2: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
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
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
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
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
1Co 2:3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
的事讲与属灵的人〕
惧怕、又甚战兢。
1Co 2:14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1Co 2:4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
a 1Co 2:5 你们的信实 hJ pivsti" uJmw'n 和合本译作
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
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
人为愚拙、
1Co 1:24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
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 神
的能力、 神的智慧。
1Co 1:25 因
神的愚拙总比人智
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1Co 1:26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
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
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1Co 1:27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
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1Co 1:28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
要废掉那有的．
1Co 1:29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
神
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1Co 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
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1Co 1:31 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
指着主夸口。’

你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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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
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
灵的人才能看透。
1Co 2:15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
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
1Co 2:16 谁曾知道主的心 去教导
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2:16

第三章

3:8*

1Co 3:1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

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
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
为婴孩的。
1Co 3:2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
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
是如今还是不能。
1Co 3:3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
在你们中间有嫉妒分争、这岂不
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么。
1Co 3:4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
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
你们和世人一样么。
1Co 3:5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
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
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1Co 3: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惟有 神叫他生长。
1Co 3: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
他生长的 神。
1Co 3:8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
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
夫、得自己的赏赐。
1Co 3:9 因为我们是与
神同工
的．你们是 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His Faith

1Co 3:10 我照

腓 2:5
赛 55:8
*: 心:
?nou'n
原文作意
念

路 16:12
加 6:4
弗 4:16

3:10*
路 16:12

3:16*
林前 6:19
林后 6:16
帖后 2:4

3:19
伯 5:13
斯 7:10

3:20
诗 94:11

3:21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约 3:35
徒 10:36
罗 9:5
罗 11:36
弗 1:22
西 1:16
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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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给我的恩、好
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
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
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1Co 3: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
别的根基。
1Co 3:12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
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1Co 3: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
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
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
样。
1Co 3: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
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1Co 3:15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
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
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1Co 3:16 岂不知你们是
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
1Co 3:17 若有人毁坏
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 神的殿
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1Co 3:18 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
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
的。
1Co 3:19 因这世界的智慧、在
神
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
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1Co 3:20 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
意念是虚妄的。’
1Co 3:21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
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1Co 3:22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矶
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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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
的．
1Co 3:23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
督又是属 神的。

第四章
1Co 4:1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

事*、为 神奥秘事的管家。
1Co 4:2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
信实a。
1Co 4:3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
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
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1Co 4:4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
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
的乃是主。
1Co 4:5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
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
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
时各人要从 神那里得著称赞。
1Co 4:6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
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
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
个、轻看那个。
1Co 4:7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
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
的呢。
1Co 4:8 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
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
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
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
1Co 4:9 我想
神把我们使徒明明
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3:23
林前 11:3

4:1*
徒 26:16
弗 3:7
西 1:7

4:3
太 7:1

4:8*
启 3:17

4:12
太 5:44

4:15
加 4:19

b 1Co 4:17 他在... o{" ejstivn mou tevknon ajgaphtoVn kaiV pistoVn ejn kurivw/, 和合本译作他在主
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

a 1Co 4:2 是要他有信实 i{na pistov" ti" euJreqh'/.
和合本译作是要他有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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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
天使观看。
1Co 4:10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
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
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
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
1Co 4:11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
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
没有一定的住处．
1Co 4:12 并且劳苦、亲手作工．被
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
迫、我们就忍受．
1Co 4:13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
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1Co 4:14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
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
爱的儿女一样。
1Co 4:15 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
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
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1Co 4:16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1Co 4:17 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
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
爱的有信实的儿子b．他必提醒
你们、记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
事、在各处各会众中怎样教导
人。
1Co 4:18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
不到你们那里去。
1Co 4:19 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
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
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
语、乃是他们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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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 4:20 因为

神的国不在乎言
语、乃在乎权能。
1Co 4:21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
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灵a呢。

第五章
1Co 5:1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

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
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1Co 5:2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
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
赶出去。
1Co 5:3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
灵*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
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
的人、
1Co 5:4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
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
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
1Co 5:5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
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
耶稣的日子或者*可以得救b。
1Co 5:6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
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
么。
1Co 5:7 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
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
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
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1Co 5:8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
酵、也不可用恶毒〔或作阴毒〕邪
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

饼。
1Co 5:9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
4:20
林前 2:4
帖前 1:5

5:3*
灵:
tw'/
pneuvmati
和合本译
作心

5:4*
灵:?
pneuvmato"
和合本译
作心

5:5*
腓 3:11

5:8
出 12:15

5:11
王上
13:16

6:2
太 19:28

6:3*
诗 17:14
路 8:14
提前 4:8

第六章
1Co 6:1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

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1Co 6:2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
么．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
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么。
1Co 6:3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
么、何况今生*的事呢。
1Co 6:4 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
的事当审判、是派会众所轻看的
人审判么。
1Co 6:5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
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

a 1Co 4:21 存慈爱温柔的灵 ejn ajgavph/ pneuvmativ
te prau?thto" 和合本译作存慈爱温柔的心..
b 1Co 5:5 或者...[为了表明 swqh'/ 原文得救的
Subjunctive 语气:或许,或者]信实本译作或者可
以得救 和合本译作可以得救

His Faith

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1Co 5:10 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
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
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
离开世界方可．
1Co 5:11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
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
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
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
饭都不可。
1Co 5:12 因为审判外人与我何干．
你们会众之内的人岂不是由你
们审判的么．c
1Co 5:13 至于外人有
神审判他
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
间赶出去。

c 1Co 5:12 因为... tiv gavr moi touV" e[xw
krivnein; oujciV touV" e[sw uJmei'" krivnete; 和合
本译作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
岂不是你们审判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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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么。
1Co 6:6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
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1Co 6:7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
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
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1Co 6:8 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
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1Co 6:9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
能承受 神的国么。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
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
1Co 6:10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
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国。
1Co 6:11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
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并藉着我们 神的灵、已经
洗净、成圣称义了。
1Co 6:12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
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
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1Co 6:13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
食物．但 神要叫这两样都废
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
主．主也是为身子．
1Co 6:14 并且
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1Co 6:15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
的肢体么．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
作为娼妓的肢体么．断乎不可。
1Co 6:16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
是与他成为一体么．因为主
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1Co 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
成为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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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 6:18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
6:16
创 2:24
太 19:5

6:19*
林前 3:16
林后 6:16
帖后 2:4

7:2
弗 5:23

7:7
太 19:11

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
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
身子。
1Co 6:19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
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 神而
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
不是自己的人．
1Co 6:20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
神。

第七章
1Co 7:1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我说男不近女倒好。
1Co 7:2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
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
自己的丈夫。
1Co 7:3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
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1Co 7:4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
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
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1Co 7:5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
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
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
撒但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
们。
1Co 7:6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
不是命你们的。
1Co 7:7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
是各人领受 神的恩赐、一个是
这样、一个是那样。
1Co 7:8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
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
1Co 7:9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
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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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娶为妙。
1Co 7:10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
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 7:21
西 4:5
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
7:23
夫。
罗 6:6
1Co 7:11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
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
弃妻子。
1Co 7:12 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
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
离弃妻子。
1Co 7:13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
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
丈夫。
1Co 7:14 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
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
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丈夫
原文作弟兄〕不然、你们的儿女就
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
了。
1Co 7:15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罢．无论是弟兄、是
姐妹、遇着这样的事、虽可以不
受此约束．但 神召我们原是要
我们成就和睦。a
1Co 7:16 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
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
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
呢。
1Co 7:17 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
和 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
各会众都是这样。
a 1Co 7:15 遇着... ouj dedouvlwtai oJ ajdelfoV"
h] hJ ajdelfhV ejn toi'" toiouvtoi": ejn deV eijrhvnh/
kevklhken uJma'" oJ qeov". 和合本译作无论是弟
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神召
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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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 7:18 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

不要除掉自己身上割礼的记
号b．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
要受割礼。
1Co 7:19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
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 神
的诫命就是了。
1Co 7:20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
分、仍要守住这身分。
1Co 7:21 你是作奴隶蒙召的么、就
不要忧虑是否能得自由、用你现
有的身分传福音更好c。
1Co 7:22 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
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
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
1Co 7:23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
作人的奴仆。
1Co 7:24 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
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在 神面
前守住这身分。
1Co 7:25 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
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
信实的人d、就把自己的意见告
诉你们。
1Co 7:26 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
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1Co 7:27 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
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
不要求妻子。
1Co 7:28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
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
b 1Co 7:18 就不... mhV ejpispavsqw: 和合本译作
就不要废割礼
c 1Co 7:21 就不要忧虑... mhv soi melevtw: ajll=
eij kaiV duvnasai ejleuvqero" genevsqai, ma'llon
crh'sai. 和合本译作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
由、就求自由更好
d 1Co 7:25 能作信实的人 pistoV" ei\nai. 和合本
译作能作忠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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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
你们免这苦难。
1Co 7:29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
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
的、要像没有妻子．
1Co 7:30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
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
像无有所得．
1Co 7:31 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
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了。
1Co 7:32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
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
样叫主喜悦。
1Co 7:33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
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1Co 7:34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
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
身体和灵a都圣洁．已经出嫁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
夫喜悦。
1Co 7:35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
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
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
主、没有分心的事。
1Co 7:36 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
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
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
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
1Co 7:37 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
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作主、
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
1Co 7:38 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
出嫁是好．不叫他出嫁更是好。

1Co 7:39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
7:29-31
赛 24:2

7:32
太 19:12

7:39
罗 7:2

8:2*
约一 4:16
诗 63:3

8:3
约一 4:19
罗 8:29
罗 11:2
诗 144:3

8:6
约 1:3
罗 11:36
西 1:16
诗 33:6

8:7*
良知或作
感知:
hJ
suneivdhsi"
和合本译
作良心

a 1Co 7:34 身体和灵 kaiV tw'/ swvmati kaiV tw'/
pneuvmati . 和合本译作身体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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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
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
这在主里面的人。
1Co 7:40 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
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
神的灵感动了。

第八章
1Co 8:1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

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
自高自大、惟有爱能造就人b。
1Co 8:2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
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
知道．
1Co 8:3 若有人爱
神、这人乃是
神所知道的。
1Co 8:4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
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
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
神。
1Co 8:5 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
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
主．
1Co 8:6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
神、
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
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
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
们也是藉着他有的。
1Co 8:7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
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
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
知*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
1Co 8:8 其实食物不能叫
神看中
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
b 1Co 8:1 惟有爱能造就人 hJ deV ajgavph
oijkodomei': 和合本译作惟有爱心能造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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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益。
1Co 8:9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
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
脚石。
1Co 8:10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知
&
*
、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 那
祭偶像之物么。
1Co 8:11 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
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
了。
1Co 8:12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
了他们软弱的良知*、就是得罪
基督。
*
1Co 8:13 所以食物 若叫我弟兄跌
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
弟兄跌倒了。

8:10
林前
10:28
&
:林前 8:7
*:赛 4:1

8:12*
林前 8:7

8:13*
太 4:4

9:1
加 1:6
加 4:16

9:5
太 19:12

9:7
太 10:10
提前 5:18

9:9

第九章
1Co 9:1 我不是自由的么．我不是

使徒么．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
稣么．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作
之工么。
1Co 9:2 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
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
主里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
1Co 9:3 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
这样分诉。
1Co 9:4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
吃喝么。
1Co 9:5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
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
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
矶法一样么。
1Co 9:6 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
不作工么。
1Co 9:7 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
His Faith

申 25:4

9:18
太 10:8
帖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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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
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
奶呢。
1Co 9:8 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
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么。
1Co 9:9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
说、‘牛在场上踹榖的时候、不
可笼住他的嘴。’难道 神所挂
念的是牛么．
1Co 9:10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么．分
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
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
得粮的指望去打场。
1Co 9:11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
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
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么。
1Co 9:12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
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
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
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1Co 9:13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
的、就吃殿中的物么．伺候祭坛
的、就分领坛上的物么。
1Co 9:14 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
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1Co 9:15 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
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
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
我所夸的落了空。
1Co 9:16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
音、我便有祸了。
1Co 9:17 我若甘心作这事、就有赏
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
我了。
1Co 9:18 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甚
哥林多前书 (林前) 1Co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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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
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
福音的权柄。
1Co 9:19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
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
*
、为要多得人。
1Co 9:20 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
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
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
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
下的人。
*
1Co 9:21 向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作
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
的人．其实我在 神面前、不是
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
法之下。
1Co 9:22 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
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
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
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1Co 9:23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
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
好处。
1Co 9:2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
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
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
赏。
1Co 9:25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
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
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
冕。
1Co 9:26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
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
1Co 9: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
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
反被弃绝了。
哥林多前书 (林前) 1Co 第十章

第十章
1Co 10:1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
9:19*
腓 2:6

9:20
太 17:27

9:21*
罗 2:14

9:27*
来 2:8
太 16:24
路 9:23
利 16:29

10:1
出 13:21
出 14:22

10:2*
罗 6:3
林前
12:13

10:7
出 32:6

10:8
民 25:9
诗 106: 29

10:9
民 21:6

10:11*
林前 10:6
彼后 2:6
犹 1:7

10:13
太 6:13

234

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
下、都从海中经过．
*
1Co 10:2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
摩西．
1Co 10: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1Co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
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1Co 10:5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
神
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毙。
1Co 10:6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
样贪恋的。
1Co 10:7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
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
下吃喝、起来玩耍。’
1Co 10:8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
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二万
三千人。
1Co 10:9 也不要试探主、〔主有古卷
作基督〕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
被蛇所灭。
1Co 10:10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
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
灭。
1Co 10:11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
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
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1Co 10:12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Co 10:13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
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
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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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
住。
1Co 10:14 我所亲爱的弟兄阿、你们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1Co 10:15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
们要审察我的话。
1Co 10:16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
同领基督的血么．我们所擘开的
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么。
1Co 10:17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
一个饼。
1Co 10:18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
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
上有分么。
1Co 10:19 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
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
算得什么呢。
1Co 10:20 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
祭、是祭鬼、不是祭 神．我不
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1Co 10:21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
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
鬼的筵席。
1Co 10:22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么．我
们比他还有能力么。
1Co 10: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
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
1Co 10:24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
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1Co 10:25 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
吃、不要为良知*的缘故问什么
话．
1Co 10:26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属乎主。
His Faith

1Co 10:27 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

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
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
10:16
太 26:26 知*的缘故问什么话
。
10:25* 1Co 10:28 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
10:27*
10:28* 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
10:29* 人 并为良知*的缘故 不吃
、
、
。
良知或作
感知:参看 1Co 10:29 我说的良知*、不是你的、
林前 8:7
和合本译 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
作良心
别人的良知*论断呢。
10:27
1Co 10:30 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
提前 4:4
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
10:28
林前 8:10 1Co 1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
作什么、都要为荣耀 神而行。
11:3
林前 3:23
1Co 10:32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
人、是 神的会众、你们都不要
使他跌倒．
1Co 10:33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
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
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第十一章
1Co 11:1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

基督一样。
1Co 11:2 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
记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
的。
1Co 11:3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
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1Co 11:4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讲道或作说预言下同〕若蒙着
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1Co 11:5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
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
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1Co 11:6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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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
愧、就该蒙着头。
1Co 11:7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
他是 神的形像和荣耀、但女人
是男人的荣耀。
1Co 11:8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
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1Co 11:9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
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1Co 11:10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
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
号。
1Co 11:11 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
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
1Co 11:12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
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
有都是出乎 神。
1Co 11:13 你们自己审察、女人祷告
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么。
1Co 11:14 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
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
羞辱么。
1Co 11:15 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
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作盖
头的。
1Co 11:16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
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会众
也是没有的。
1Co 11:17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
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
受益、乃是招损。
1Co 11:18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
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
的信这话。
a
1Co 11:19 在你们中间必须 有分门

结党的事、好叫那些蒙 神悦纳
的人、显明出来b。
1Co 11:20 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
11:7
林后 8:23 吃主的晚餐
．
帖后 1:12
1Co 11:21 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
11:10
士 13:18 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
酒醉。
11:17
赛 1:13
1Co 11:22 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
11:23
么．还是藐视 神的会众、叫那
太 26:26
可 14:22 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
路 22:19
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么．我不
11:25
称赞。
利 17:14
约 6:54
1Co 11:23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
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
11:26
对比:
太 26:29 那一夜、拿起饼来、
路 22:16 1Co 11:24 祝谢了 就擘开 说 这是
、
、
、
路 22:18
来 9:24-28 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
卷作擘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
的是记念我。
1Co 11:25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
行、为的是记念我。
1Co 11:26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
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
来。
1Co 11:27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
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
的身主的血了。
1Co 11:28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
这饼、喝这杯。
1Co 11:29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
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b 1Co 11:19 在你... dei' gaVr kaiV aiJrevsei" ejn
uJmi'n ei\nai, i{na (kaiV) oiJ dovkimoi faneroiV gevn wntai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在你们中间不免有
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a 1Co 11:19 必须 dei' 和合本译作不免 参看马太
24:6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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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Co 11:30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

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
少。〔死原文作睡〕
1Co 11:31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
不至于受审。
1Co 11:32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
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
罪。
1Co 11:33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
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1Co 11:34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
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1Co 12:9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
12:3
徒 9:22
徒 18:5
徒 18:28

12:4-6
腓 2:2

12:12
加 3:16

12:13*
罗 6:3
加 3:27
西 2:12

第十二章
1Co 12:1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

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1Co 12:2 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
事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事那哑巴
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1Co 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
神
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
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
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1Co 12:4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
一位。
1Co 12:5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
位。
1Co 12:6 功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
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
事。
1Co 12:7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
人得益处。
1Co 12:8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
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
的言语．
His Faith

信实a．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
他医病的恩赐．
1Co 12:10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
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
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
一人能翻方言。
1Co 12:11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
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1Co 12:12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
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
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1Co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
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
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1Co 12:14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
是许多肢体。
1Co 12:15 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
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
属乎身子。
1Co 12:16 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
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
不属乎身子。
1Co 12:17 若全身是眼、从那里听声
呢．若全身是耳、从那里闻味
呢。
1Co 12:18 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
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1Co 12:19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
那里呢。
1Co 12: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
却是一个。
1Co 12:21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
a 1Co 12:9 又有... eJtevrw/ pivsti" ejn tw'/ aujtw'/
pneuvmati, 和合本译作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
他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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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
你。
1Co 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
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1Co 12:23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
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
美的、越发得着俊美．
1Co 12:24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
不着装饰．但 神配搭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
体．
1Co 12:25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
肢体彼此相顾。
1Co 12:26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
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
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1Co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
且各自作肢体。
1Co 12:28
神在会众所设立的、第
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
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
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
事的．说方言的。
1Co 12:29 岂都是使徒么．岂都是先
知么．岂都是教师么．岂都是行
异能的么．
1Co 12:30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么．
岂都是说方言的么．岂都是翻方
言的么。
1Co 12:31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
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
你们。

1Co 13:2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
12:26
罗 12:15

13:2
太 7:22

第十三章

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实a、叫我能够
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
么。
1Co 13:3 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
1Co 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1Co 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
的恶．
1Co 13: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理．
1Co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凡事忍耐。
1Co 13:8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
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
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
无有。
1Co 13:9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1Co 13:10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
的必归于无有了。
1Co 13:11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
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
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
弃了。
1Co 13:12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
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
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
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

1Co 13:1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

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
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哥林多前书 (林前) 1Co 第十三章

a 1Co 13:2 而且... kaiV ejaVn e[cw pa'san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而且有全备的信; 参看 Gal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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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
样。
1Co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实、盼望
和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
爱a。

第十四章
1Co 14:1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

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
是作先知讲道。〔原文作是说预言

1Co 14:9 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
14:2
林后 12:4
启 10:4
*:
在灵里:
pneuvmati
和合本译
作在心灵
里

14:14*

下同〕

徒 2:26
vs.
悟性:诗
119:144

1Co 14:2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

14:18*

说、乃是对 神说．因为没有人
听出来．然而他在灵里*、却是讲
说各样的奥秘。
1Co 14:3 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
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1Co 14:4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会众。
1Co 14:5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
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因为说方
言的、若不翻出来、使会众被造
就、那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
了。
1Co 14:6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
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
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
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1Co 14:7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
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
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
什么呢。
1Co 14:8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
备打仗呢。

徒 2:4

14:19*
罗 7:25

14:20
太 18:3
*:
心志
fresiVn
或作悟性
大人:
tevleioi
或作完全
人

14:21
赛 28:11
-12

a 1Co 13:13 如今... NuniV deV mevnei pivsti", ejlpiv",
ajgavph, taV triva tau'ta: meivzwn deV touvtwn hJ ajgavph. 和合本译作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
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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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
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
了。
1Co 14:10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
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1Co 14:11 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
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
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
1Co 14:12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
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会
众的恩赐。
1Co 14:13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
着能翻出来。
1Co 14:14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
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1Co 14:15 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
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
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1Co 14:16 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
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
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
们呢。
1Co 14:17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
不能造就别人。
1Co 14:18 我感谢
神、我说方言*
比你们众人还多．
1Co 14:19 但在会众中、宁可用悟性
*
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
句方言。
*
1Co 14:20 弟兄们、在心志 上不要
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
孩．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
1Co 14:21 律法上记着、‘主说、我
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
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
哥林多前书 (林前) 1Co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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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1Co 14:22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
为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
人．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
人作证据、乃是为信的人。
1Co 14:23 所以全会众聚在一处的
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
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
不说你们癫狂了么。
1Co 14:24 若都作先知讲道、偶然有
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
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
明．
1Co 14:25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
就必将脸伏地、敬拜 神、说
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1Co 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
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
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
当造就人。
1Co 14:27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
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
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1Co 14:28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
闭口．只对自己和 神说、就是
了。
1Co 14:29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
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
当慎思明辨。
1Co 14:30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1Co 14:31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
个的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
理．叫众人得劝勉。
1Co 14:32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
哥林多前书 (林前) 1Co 第十五章

的．
1Co 14:33 因为
14:34
提前 2:12

14:39*
可 9:39

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1Co 14:34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会众一样．因为不
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
如律法所说的。
1Co 14:35 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
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
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1Co 14:36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
出来么．岂是单临到你们么。
1Co 14:37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
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1Co 14:38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
知道罢。
1Co 14:39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慕
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
言。
1Co 14:40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
着次序行。

第十五章
1Co 15:1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

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
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
着站立得住．
1Co 15:2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
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1Co 15: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
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
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1Co 15:4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
说、第三天复活了．
1Co 15:5 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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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十二使徒看．
1Co 15:6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
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
也有已经睡了的．
1Co 15:7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
众使徒看．
1Co 15:8 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
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1Co 15: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
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
神的会众。
1Co 15: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
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
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
是 神的恩与我同在。
1Co 15:11 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
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1Co 15:12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
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1Co 15:13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
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1Co 15:14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
传的便是空的、你们的信实也是
空的a。
1Co 15:15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
神
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 神是
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
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
了。
1Co 15:16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
也就没有复活了。

1Co 15:17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
15:12
提后 2:18

15:19*
诗 17:14
路 8:14
路 21:34
林前 6:3
提前 4:8
约一 2:16

15:27
诗 8:6-8
太 11:27

a 1Co 15:14 若基督... eij deV CristoV" oujk ejghvgertai, kenoVn a[ra (kaiV) toV khvrugma hJmw'n, kenhV
kaiV hJ pivsti" uJmw'n: 和合本译作若基督没有复
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His Faith

信实便是虚妄的b．你们仍在罪
里。
1Co 15:18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了。
1Co 15:19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
*
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1Co 15:20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1Co 15:21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
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1Co 15: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
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1Co 15:23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
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
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
的。
1Co 15:24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
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
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
神。
1Co 15:25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
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
下。
1Co 15:26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
是死。
1Co 15:27 因为经上说、‘
神叫万
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
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
不在其内了。
1Co 15:28 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
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
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1Co 15:29 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
b 1Co 15:17 基督... eij deV CristoV" oujk ejghvgertai, mataiva hJ pivsti" uJmw'n, 和合本译作基督若
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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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
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1Co 15:30 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
1Co 15:31 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
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
的说、我是天天冒死。
1Co 15:32 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
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于我有什么
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
吃吃喝喝罢．因为明天要死了。
1Co 15:33 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
坏善行。
1Co 15:34 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
罪．因为有人不认识 神．我说
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1Co 15:35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
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1Co 15:36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
若不死就不能生。
1Co 15:37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
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
子、或是别样的谷．
1Co 15:38 但
神随自己的意思、给
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
有自己的形体。
1Co 15:39 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
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1Co 15:40 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
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
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1Co 15:41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
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
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1Co 15:42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
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
哥林多前书 (林前) 1Co 第十五章

的．
1Co 15:43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
15:31
林后 1:10

15:41
但 12:3

15:45
创 2:7

15:52
太 24:31
启 11:15

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
活的是强壮的．
1Co 15:44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
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
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1Co 15:45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
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魂
的活人。’〔魂或作血气〕末后
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a
1Co 15:46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
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1Co 15:47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
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1Co 15:48 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
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
的也就怎样。
1Co 15:49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
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1Co 15:50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 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1Co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1Co 15:52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
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1Co 15:53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
朽坏的．〔变成原文作穿下同〕这
a 1Co 15:45 经上... ou{tw" kaiV gevgraptai: ejgevneto oJ prw'to" a[nqrwpo" jAdaVm eij" yuchVn
zw'san, oJ e[scato" A
j daVm eij" pneu'ma
zw/opoiou'n. 和合本译作经上也是这样记着
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
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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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1Co 15:54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
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
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
灭的话就应验了。
1Co 15:55 死阿、你得胜的权势在那
里．死阿、你的毒钩在那里．
1Co 15:56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
势就是律法。
1Co 15:57 感谢
神、使我们藉着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1Co 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
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
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
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15:54
赛 25:8

15:55
何 13:14

16:1
徒 11:29

第十六章
1Co 16:1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

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会众、你们
也当怎样行。
1Co 16:2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
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
得我来的时候现凑。
1Co 16:3 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
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
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
1Co 16:4 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
我同去。
1Co 16:5 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
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1Co 16:6 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
者也过冬．无论我往那里去、你
们就可以给我送行。
1Co 16:7 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
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
同住几时。
1Co 16:8 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
His Faith

直等到五旬节．
1Co 16:9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
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
多。
1Co 16:10 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
留意a、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
怕．因为他劳力作主的工、像我
一样．
1Co 16:11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
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
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
同来。
1Co 16:12 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
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
去．但我不是说他现在就会去b．
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1Co 16:13 你们务要儆醒、在信实里
站立得稳c、要作大丈夫、要刚
强。
1Co 16:14 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在爱
里d而作。
1Co 16:15 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提反
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
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
1Co 16:16 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
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1Co 16:17 司提反、和福徒拿都、并
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
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
补上了。
1Co 16:18 他们叫我和你们灵里都
a 1Co 16:10 你们要留意 /blevpete, 和合本译作你
们要留心
b 1Co 16:12 但我不是... kaiV pavntw" oujk h\n
qevlhma i{na nu'n e[lqh/: 和合本译作但这时他决
不愿意去
c 1Co 16:13 在信实里站立得稳 sthvkete ejn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d 1Co 16:14 在爱里 ejn ajgavph/ 和合本译作凭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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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安息e．这样的人、你们务要
敬重。
1Co 16:19 亚西亚的众会众问你们
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
家里的会众、因主多多的问你们
安。
1Co 16:20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
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
1Co 16:21 我保罗亲笔问安。
1Co 16:22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
可咒。主必要来。
1Co 16:23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
你们众人同在。
1Co 16:24 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
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e 1Co 16:18 他们叫... ajnevpausan gaVr toV ejmoVn
pneu'ma kaiV toV uJmw'n. 和合本译作他们叫我和
你们心里都快活

哥林多前书 (林前) 1Co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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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2Co

第一章
2Co 1:1 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
信给在哥林多 神的会众、并亚
该亚遍处的众圣徒．
2Co 1:2 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
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2Co 1:3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父 神、就是发慈悲的
父、赐各样安慰的 神．
2Co 1:4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
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 神所赐
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
人。
2Co 1:5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2Co 1:6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
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
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
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
样苦楚。
2Co 1:7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
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
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2Co 1:8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
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
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
2Co 1:9 自己心里 也断定是必死
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
人复活的 神．
2Co 1:10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
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
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His Faith

2Co 1:11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

叫许多人为我们所得的恩感谢
主、这恩是因许多人出面祈求而
得来的a。
2Co 1:12 我们所夸的、也是我们良
1:8
徒 14:19
知%所见证的、就是凭着 神的
1:9*
圣洁和诚实b、在世为人、不靠人
自己心里:
*
神的恩惠&、向
aujtoiV ejn 的聪明 、乃靠
eJautoi'"
你们更是这样。
1:10
2Co 1:13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林前
15:31
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
1:12
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
罗 11:22
%林前 8:7 识．
*撒上
2Co 1:14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
26:8
撒上
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
26:9
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
一样。
2Co 1:1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
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
处．
2Co 1:16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
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
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
去。
2Co 1:17 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
么．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
的、叫我忽是忽非么。
2Co 1:18 我指着信实的
神说、我
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
&

a 2Co 1:11 你们... sunupourgouvntwn kaiV uJmw'n
uJpeVr hJmw'n th'/ dehvsei, i{na ejk pollw'n proswvpwn toV eij" hJma'" cavrisma diaV pollw'n eujcaristhqh'/ uJpeVr hJmw'n. 和合本译作你们以祈祷
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
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b 2Co 1:12 我们所... JH gaVr kauvchsi" hJmw'n
au{th ejstivn, toV martuvrion th'" suneidhvsew"
hJmw'n, o{ti ejn aJplovthti kaiV eijlikrineiva/ tou'
qeou', 和合本译作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 神的圣洁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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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非的。
2Co 1:19 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
太、在你们中间所传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是。
2Co 1:20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
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作阿们〕
叫 神因我们得荣耀。
2Co 1:21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
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 神．
2Co 1:22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
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原文

2Co 2:4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
1:20
帖后 1:12

1:22
弗 1:13
约一 3:24
出 3:12
罗 11:27

2:13*
灵: tw'/
pneuvmativ
和合本译
作心

2:15
民 16:47
民 16:48

作质〕
2Co 1:23 我呼吁

神给我的心〔原
文作魂〕作见证、我没有往哥林
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
2Co 1:24 我们并不愿意以信实来辖
管你们、乃愿藉着喜乐成为你们
的同工、因为你们凭信实才站立
得住a。

第二章
2Co 2:1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

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2Co 2:2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
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
快乐呢。
2Co 2:3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
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
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
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
己的快乐。
a 2Co 1:24 我们... oujc o{ti kurieuvomen uJmw'n th'"
pivstew" ajllaV sunergoiv ejsmen th'" cara'"
uJmw'n: th'/ gaVr pivstei eJsthvkate. 和合本译作我
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
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哥林多后书 (林后) 2Co 第二章

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
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
外的疼爱你们。
2Co 2:5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
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
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
重。
2Co 2:6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
罚、也就够了．
2Co 2:7 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
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
2Co 2:8 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
出坚定不移的爱来b。
2Co 2:9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
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
从不顺从。
2Co 2:10 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
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
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2Co 2:11 免得撒但趁着机会胜过我
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
计。
2Co 2:12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
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
2Co 2:13 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
多、我灵*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
人往马其顿去了。
2Co 2:14 感谢
神、常帅领我们在
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2Co 2:15 因为我们在
神面前、无
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
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c。
b 2Co 2:8 要向... kurw'sai eij" aujtoVn ajgavphn: 和
合本译作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c 2Co 2:15 因为... o{ti Cristou' eujwdiva ejsme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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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2:16 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

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
的香气叫他活．a这事谁能当得
起呢。
2Co 2:17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
混乱 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
由于 神、在 神面前凭着基督
讲道。

3:3
出 31:18
耶 31:33
结 11:19

3:6
罗 7:6

第三章

3:7*

2Co 3:1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么．

约 5:45

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么。
2Co 3:2 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
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
念诵的。
2Co 3:3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藉
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 神的灵写的．不是
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
2Co 3:4 我们因基督所以在
神面
b
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
2Co 3:5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
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
出于 神．
2Co 3:6 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
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
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
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圣灵〕
2Co 3:7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
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

3:13
出 34:33
赛 25:7
申 31:16

3:14
林前 2:8
赛 6:9
太 13:14
结 12:2
可 4:12
路 8:10
约 12:40
徒 28:26
罗 11:8

3:17
约 8:36
加 5:1

3:18
太 6:22
路 11:34

tw'/ qew'/ ejn toi'" sw/zomevnoi" kaiV ejn toi'" ajpollumevnoi", 原文作因为无论在那得救的、或在这
灭亡的、我们都是献在神面前基督的馨香之气。
a 2Co 2:16 在这... oi|" meVn ojsmhV ejk qanavtou
eij" qavnaton, oi|" deV ojsmhV ejk zwh'" eij" zwhvn.
原文作在这灭亡的、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
那得救的、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
b 2Co 3:4 信心 Pepoivqhsin:confidence 或作自信

His Faith

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
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
的．
2Co 3:8 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
更有荣光么。
2Co 3:9 若是定罪的职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职事、荣光就越发大
了。
2Co 3:10 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
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2Co 3:11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
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2Co 3:12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
大胆讲说、
2Co 3:13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
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
将废者的结局．
2Co 3:14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
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
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
废去了。
2Co 3:15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
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
上。
2Co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2Co 3: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
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2Co 3:18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
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
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
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第四章
2Co 4:1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

职分、就不丧胆．
2Co 4:2 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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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 神的
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
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知。
2Co 4:3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
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2Co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
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
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
神的像。
2Co 4:5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
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
稣作你们的仆人。
2Co 4:6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的 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
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
稣基督的面上。
2Co 4:7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
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
于 神、不是出于我们。
2Co 4:8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
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2Co 4:9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
了、却不至死亡．
2Co 4:10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
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2Co 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
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
来。
2Co 4:12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
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2Co 4:13 但我们既有相同信实的
灵a、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
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
信、所以也说话．

2Co 4:14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

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
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
4:2
他面前。
良知或作
感知:
2Co 4:15 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
suneivdhsin
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
和合本译
多、以致荣耀归与 神。
作良心
2Co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
4:4*
约 14:30 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b
、
。
约一 5: 19
启 11:4
2Co 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
4:5
徒 9:22
荣耀。
4:13
2Co 4: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
诗 116: 10
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
5:1*
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
来 11:9
彼后 1:13的。
14
5:3
太 22:11
弗 4:24
西 3:10
启 3:4

2Co 5:1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

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 神所
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
的房屋。
2Co 5:2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
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
上衣服．
2Co 5:3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了。
2Co 5:4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
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
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
命吞灭了。
2Co 5:5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
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
〔原文作质〕
b 2Co 4:16 外体... ajll= eij kaiV oJ e[xw hJmw'n a[nqrwpo" diafqeivretai, ajll= oJ e[sw hJmw'n aj nakainou'tai hJmevra/ kaiV hJmevra/. 原文作外面的
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

a 2Co 4:13 但我... [Econte" deV toV aujtoV pneu'ma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但我们既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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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5:6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
相离。
2Co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
信实a、不是凭着眼见。
2Co 5:8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
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b
2Co 5:9 所以无论是同住或离开 、
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2Co 5:10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
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住
在身内时c所行的、或善或恶受
报。
2Co 5:11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
所以劝人、但我们在 神面前是
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知*里
也是显明的。
2Co 5:12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
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
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
的人、有言可答。
*
2Co 5:13 我们若果颠狂 、是为
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2Co 5: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
就都死了．
2Co 5:15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
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
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2Co 5: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
着外貌〔原文作肉体本节同〕认人
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

5:6
腓 1:23
诗 17:15
伯 19:26

5:10
彼前 4:6
罗 8:8

5:11*
良知或作
感知:
?tai'"
suneidhvsesin
和合本译
作良心

5:13*
可 3:21
徒 26:24

5:17
哀 3:23

5:20
伯 33:23

6:2
赛 49:8

第六章
2Co 6:1 我们与

神同工的、也劝
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2Co 6:2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
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
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
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
的日子。
2Co 6:3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
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
2Co 6:4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
自己是 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
的忍耐上、在患难上、在穷乏
上、在困苦上e、

a 2Co 5:7 凭着信实 diaV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凭
着信心
b 2Co 5:9 同住或离开 ei[te ejndhmou'nte" ei[te
ejkdhmou'nte", 和合本译作住在身内、离开身外
c 2Co 5:10 按着... diaV tou' swvmato" 和合本译作
按着本身

His Faith

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2Co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的了。
2Co 5:18 一切都是出于
神、他藉
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
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2Co 5:19 这就是
神在基督里、叫
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
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
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2Co 5:20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 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 神、使你们与
神和好d。
2Co 5:21
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
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
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d 2Co 5:20 我们... deovmeqa uJpeVr Cristou',
katallavghte tw'/ qew'/. 和合本译作我们替基督
求你们与 神和好
e 2Co 6:4 反倒... ajll= ejn pantiV sunistavnte"
eJautouV" wJ" qeou' diavkonoi, ejn uJpomo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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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6:5 在鞭打上、在监禁上、在扰

2Co 6:12 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

乱上、在勤劳上、在儆醒上、在
不食上a、
2Co 6:6 以廉洁、以知识、以恒忍、
6:16
以恩慈、以圣灵的感化、以无伪 利 26:12
*:
林前 3:16
的爱b、
林前 6:19
2Co 6:7 以真实的道理、以
神的 帖后 2:4
大能c．藉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 6:17
赛 52:11
右d．
6:18
2Co 6:8 藉着荣耀和羞辱、藉着恶
耶 31:1
名和美名e:似乎是诱惑人的、却
是诚实的．
2Co 6:9 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
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
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
的．
2Co 6:10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
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
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
都有的。
2Co 6:11 哥林多人哪、我们向你们、
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

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2Co 6:13 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
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
子说的。
2Co 6:14 你们和不信实的原不相
配、不要同负一轭f．义和不义有
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
相通呢．
2Co 6:15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
但的别名〕有什么相和呢．信实
的和不信实的有什么相干呢g．
2Co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
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 神的
殿．就如 神曾说、‘我要在他
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他们的 神、他们要作我
的子民。’
2Co 6:17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
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
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2Co 6:18 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
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
的。

pollh'/, ejn qlivyesin, ejn ajnavgkai", ejn
stenocwrivai", 和合本译作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 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
难、穷乏、困苦
a 2Co 6:5 在鞭打... ejn plhgai'", ejn fulakai'", ejn
ajkatastasivai", ejn kovpoi", ejn ajgrupnivai", ejn
nhsteivai", 和合本译作鞭打、监禁、扰乱、勤劳、
儆醒、不食
b 2Co 6:6 以廉洁... ejn aJgnovthti, ejn gnwvsei, ejn
makroqumiva/, ejn crhstovthti, ejn pneuvmati
aJgivw/, ejn ajgavph/ ajnupokrivtw/, 和合本译作廉
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
c 2Co 6:7 以真实... ejn lovgw/ ajlhqeiva", ejn
dunavmei qeou': 和合本译作真实的道理、 神的
大能
d 2Co 6:7 藉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diaV tw'n
o{plwn th'" dikaiosuvnh" tw'n dexiw'n kaiV ajristerw'n, 和合本译作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e 2Co 6:8 藉着荣耀和羞辱、藉着恶名和美名 diaV
dovxh" kaiV ajtimiva", diaV dusfhmiva" kaiV eujfhmiva": 和合本译作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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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7:1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既有

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
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
神、得以成圣。
2Co 7:2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
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
f 2Co 6:14 你们... MhV givnesqe eJterozugou'nte"
ajpivstoi": 和合本译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
g 2Co 6:15 信实的和不信实的有什么相干呢 h]
tiv" meriV" pistw'/ metaV ajpivstou; 和合本译作信
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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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2Co 7:3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
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
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2Co 7:4 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
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
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
乐。
2Co 7:5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
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
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
2Co 7:6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
神、藉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2Co 7:7 不但藉着他来、也藉着他
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
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
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
我更加欢喜。
2Co 7:8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
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2Co 7:9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
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
悔来．你们依着 神的意思忧
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
了。
2Co 7:10 因为依着
神的意思忧
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
人死。
2Co 7:11 你看、你们依着
神的意
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
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
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
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His Faith

2Co 7:12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7:11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
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 神面
前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殷勤*、表
明出来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
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
灵里 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
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
么 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
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
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
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
顺服 是怎样恐惧战兢的接待
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
了。
2Co 7:16 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
为你们放心。

殷勤:
得 3:18
(必不休
息)
、
自诉:
。
彼前 3:15
(回答)
2Co 7:13
自恨:
启 10:10
(肚子发
*
苦)
恐惧:
。
箴 1:7
(敬畏)
2Co 7:14
想念:
诗 42:1
、
(切慕渴
想)
热心:
雅 4:5
(忌邪)
。
责罚:
2Co
7:15
路 19:8
(自责)
、

7:12*
殷勤:
thVn
spoudhVn
和合本译
作热心

7:13*

第八章

灵里: toV
pneu'ma
和合本译
2Co 8:1
作心里

8:2
罗 5:3
路 19:6
约 8:56
徒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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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把 神赐给马
其顿众会众的恩告诉你们．
2Co 8:2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
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
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
的厚恩。
2Co 8:3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
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
乐意的捐助．
2Co 8:4 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
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2Co 8:5 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
我们所想望的、更照 神的旨
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
我们。
哥林多后书 (林后) 2Co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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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8:6 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

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
2Co 8:16 多谢
神、感动提多的
成了。
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
a
8:7*
2Co 8:7 你们既然在信实 、口才、知
样。
殷勤:
*
spoudh'
/
识、殷勤 、和我们待你们的爱
2Co 8:17 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
和合本译
b
上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 作热心 自己更是殷勤*、情愿往你们那
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 8:8*
里去。
殷勤:
来。
spoudh'" 2Co 8:18 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
2Co 8:8 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 和合本译 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会众
作热心
乃是藉着别人的殷勤*、试验你
的称赞．
8:9
c
们的爱是否实在 。
2Co 8:19 不但这样、他也被众会众
腓 2:7
2Co 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 8:15
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与我
出 16:18
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
们的这捐赀送到了、可以荣耀
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8:17* 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更是殷勤:
spoudaiov 2Co 8:20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
可以成为富足。
tero"
2Co 8:10 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 和合本译 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
作更是热
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 心
2Co 8:21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
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 8:22* 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
殷勤...更 这样。
已经有一年了。
加殷勤:
2Co 8:11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 spoudai'on 2Co 8:22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
...
- 去 这人的殷勤* 我们在许多事
愿作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 spoudaiov
．
、
teron
和合本译 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
办成。
作热心...
*
2Co 8:12 因为人若有愿作的心、必 更加热心 信你们、就更加殷勤 了。
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
2Co 8:23 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
是照他所无的。
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
2Co 8:13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
两位兄弟、他们是众会众的使
们受累、
者、是基督的荣耀。
2Co 8:14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
2Co 8:24 所以你们务要在众会众面
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前、显明你们爱的凭据、并我所
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
夸奖你们的凭据。
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
第九章
2Co 8:15 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
2Co 9:1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
a 2Co 8:7 信实 pivstei 和合本译作信心
必写信给你们．
b 2Co 8:7 和我们待你们的爱上 kaiV th'/ ejx hJmw'n
2Co 9:2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
ejn uJmi'n ajgavph/, 和合本译作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c 2Co 8:8 试验你们的爱是否实在 toV th'" uJme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
tevra" ajgavph" gnhvsion dokimavzwn: 和合本译
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
作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哥林多后书 (林后) 2Co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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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
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
人。
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
2Co 9:3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
人、便将荣耀归与 神．
9:6
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 加 6:7-8 2Co 9:14 他们也因 神极大的恩
得我们在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 9:8
赐、显在你们里面*、就切切的想
弗 2:10
落了空。
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9:9
2Co 9:4 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
2Co 9:15 感谢
神、因他有说不尽
诗 112:9
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 9:14* 的恩赐。
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 你们里面:
ejf= uJmi'n. 第十章
愧、更不用说了。
和合本译
作你们心 2Co 10:1 我保罗 就是与你们见面
、
2Co 9:5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
里
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
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
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
前所应许的捐赀、预备妥当、就
自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
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
们。
不是出于勉强．
2Co 10:2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
2Co 9:6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
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
这话是真的。
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
2Co 9: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
2Co 10:3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
乐意的人、是 神所喜爱的。
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
2Co 9:8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
2Co 1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
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
属血气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
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2Co 9:9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
2Co 10:5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
财、赒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
人认识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
远。’
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
2Co 9:10 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
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
2Co 10:6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
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
2Co 9:11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
一切不顺服的人。
多施舍、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
a
2Co 10:7 你们是看表面的么 ．倘若
神。
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
2Co 9:12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
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
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
何属基督的。
发感谢 神。
2Co 9:13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

His Faith

a 2Co 10:7 你们是看表面的么 TaV kataV provswpon blevpete. 和合本译作你们是看眼前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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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10:8 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

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
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
于惭愧．
2Co 10:9 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
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2Co 10:10 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
沉重、又利害．及至见面、却是
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
2Co 10:11 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
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
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
2Co 10:12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
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
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通达的。
2Co 10:13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
要照 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构
到你们那里。
2Co 10:14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
限、好像构不到你们那里．因为
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
福音。
2Co 10:15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
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实
增长a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
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2Co 10:16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
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
内、藉着他现成的事夸口。
2Co 10:17 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2Co 10:18 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
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第十一章
2Co 11:1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

11:2*
出 20:5
出 34:14
民 25:11
雅 4:5

11:3*
心意:
taV
nohvmata
和合本译
作心

b 2Co 11:4 你们都还乐意宽容他 kalw'" ajnevcesqe.
和合本译作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c 2Co 11:5 但依... Logivzomai gaVr mhdeVn
uJsterhkevnai tw'n uJperlivan ajpostovlwn. 和合
本译作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
下。

a 2Co 10:15 你们信实增长 aujxanomevnh" th'"
pivstew" uJmw'n 和合本译作你们信心增长

哥林多后书 (林后) 2Co 第十一章

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
2Co 11:2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
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
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
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
2Co 11:3 我只怕你们的心意 或偏
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
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
娃一样。
2Co 11:4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
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
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
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
们所得过的．你们都还乐意宽容
他b．
2Co 11:5 但依我看我一点也没有比
不上这些超级使徒。c
2Co 11:6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
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
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2Co 11:7 我因为白白传
神的福音
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
升、这算是我犯罪么。
2Co 11:8 我亏负了别的会众、向他
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
2Co 11:9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
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
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
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
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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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你们。
a
2Co 11:10 既有基督的真理 在我里
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
阻挡我这自夸。
2Co 11:11 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
们么．这有 神知道。
2Co 11:12 我现在所作的、将来还要
作、为要断绝那些想寻机会的
人、藉机使人认为他们所夸的事
与我们所夸的一样b。
2Co 11:13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
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2Co 11:14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
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2Co 11:15 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
义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
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2Co 11:16 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
是愚妄的．纵然把我看作是愚妄
的、你们也当接待我、如同你们
接待愚妄人一般、好叫我可以像
愚妄人一般略略自夸c。
*
2Co 11:17 我说的话 、不是奉主命
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
2Co 11:18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
夸、我也要自夸了．
2Co 11:19 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

11:14
赛 14:12

11:17*
林后
11:21

11:24
申 25:3

11:28
林前 3:3
加 4:19

a 2Co 11:10 基督的真理 ajlhvqeia Cristou' 和合
本译作基督的诚实
b 2Co 11:12 我现... }O deV poiw', kaiV poihvsw, i{na
ejkkovyw thVn ajformhVn tw'n qelovntwn ajformhvn,
i{na ejn w|/ kaucw'ntai euJreqw'sin kaqwV" kaiV
hJmei'". 和合本译作我现在所作的、后来还要作、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
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c 2Co 11:16 我再... Pavlin levgw, mhv tiv" me dovxh/
a[frona ei\nai: eij deV mhv ge, ka]n wJ" a[frona devxasqev me, i{na kajgwV mikrovn ti kauchvswmai. 和
合本译作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
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
自夸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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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忍耐愚妄人。
2Co 11:20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仆、
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
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
能忍耐他。
2Co 11:21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
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
话）我也勇敢。
2Co 11:22 他们是希伯来人么．我也
是。他们是以色列人么．我也
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么．
我也是。
2Co 11:23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么．
（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
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
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
2Co 11:24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
四十、减去一下．
2Co 11:25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
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
夜在深海里。
2Co 11:26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
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
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
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2Co 11:27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
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赤身露体。
2Co 11:28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
众会众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
上。
2Co 11:29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2Co 11:30 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
哥林多后书 (林后) 2Co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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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2Co 11:31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
的父 神、知道我不说谎。
2Co 11:32 在大马色亚哩达王手下
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
我．
2Co 11:33 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缒下去、脱离了他
的手。

第十二章

11:33
书 2:15
撒上
19:12
徒 9:25

12:2*
加 2:1

12:4*
路 23:43
启 2:7

12:4
罗 8:26
犹 1:20

2Co 12:1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

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
现和启示。
2Co 12:2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
人、他十四年前a*被提到第三层
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
2Co 12:3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
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
*
2Co 12:4 他被提到乐园 里、听见说
不出来的言语、是人无法说的b。
2Co 12:5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
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2Co 12:6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
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
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
的。
2Co 12: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
a 2Co 12:2 十四年前 proV ejtw'n dekatessavrwn,
和合本译作前十四年
b 2Co 12:4 听见... kaiV h[kousen a[rrhta rJhmv ata
a} oujk ejxoVn ajnqrwvpw/ lalh'sai. 和合本译作听
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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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
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
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
高。
2Co 12:8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刺离开我。
2Co 12:9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
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我．
2Co 12:10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
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
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2Co 12:11 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
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
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
件事比不上这些超级使徒c。
2Co 12:12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
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
使徒的凭据来。
2Co 12:13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
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
会众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
恕我罢。
2Co 12:14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
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
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
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
该为儿女积财。
2Co 12:15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
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
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么。
c 2Co 12:11 却没... oujdeVn gaVr uJstevrhsa tw'n
uJperlivan ajpostovlwn 和合本译作却没有一件事
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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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12:16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

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
诈、用心计牢笼你们。
2Co 12:17 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
人、我藉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
的便宜么。
2Co 12:18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
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
多占过你们的便宜么．我们行
事、不同是一个心灵么．不同是
一个脚踪么。〔心灵或作圣灵〕
2Co 12:19 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
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
当 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
阿、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
们。
2Co 12:20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
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
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分
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
言、狂傲、混乱的事．
2Co 12:21 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
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
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
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

13:1
太 18:16

第十三章
2Co 13:1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

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2Co 13:2 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
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
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
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
再来必不宽容。
2Co 13:3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
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
His Faith

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
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2Co 13:4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
上、却因 神的大能、仍然活
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
因 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
与他同活。
2Co 13:5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你们是
否在信实里a．也要自己试验．岂
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
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么b。
2Co 13:6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
是可弃绝的人。
2Co 13:7 我们求
神、叫你们一件
恶事都不作．这不是要显明我们
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
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
罢。
2Co 13:8 我们凡事不能敌挡真理、
只能扶助真理。
2Co 13:9 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
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
的、就是你们作完全人。
2Co 13:10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
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
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
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
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
人。
2Co 13:11 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
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受安
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a 2Co 13:5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你们是否在信实里
JEautouV" peiravzete eij ejsteV ejn th'/ pivstei, 和
合本译作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
b 2Co 13:5 就有... h] oujk ejpiginwvskete eJautouV"
o{ti jIhsou'" CristoV"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就
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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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仁爱和平的 神、必常与你
们同在。
2Co 13:12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
圣洁。
2Co 13:13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2Co 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
们众人同在。

哥林多后书 (林后) 2Co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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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
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Gal 1:11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
第一章
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
Gal 1:1 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
思。
1:6
启
2:4
人、也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耶
Gal 1:12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 1:8*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
徒 16:4-7
神）
基督启示来的。
1:16*
Gal 1:2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在我里面: Gal 1:13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
ejn ejmoiv,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会众。
和合本译 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
Gal 1:3 愿恩惠平安、从父
神与我 作在我心 神的会众。
里
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Gal 1:14 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
Gal 1:4 基督照我们父
神的旨意
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
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
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这罪恶的世代．
Gal 1:1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
Gal 1:5 但愿荣耀归于
神直到永
出来、又施恩召我的 神、
永远远。阿们。
Gal 1:16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
Gal 1:6 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
我里面*、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
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
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
的福音．
量、
Gal 1:7 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
Gal 1:17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
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
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
了。
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
*
Gal 1:8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
Gal 1:18 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
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
去见矶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a
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
Gal 1:19 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
就应当被咒诅。
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Gal 1:9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
Gal 1:20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以
这是我在 神面前说的。
前所领受的不同b、他就应当被
Gal 1:21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
咒诅。
家境内。
c
Gal 1:10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Gal 1:22 那时、犹太在基督里 的各
还是要得 神的心呢．我岂是讨
会众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Gal 1:23 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
a Gal 1:8 与我们 par= o} eujhggelisavmeqa uJmi'n,
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基

加拉太书

(加) Gal

...

和合本译作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b Gal 1:9 与你们以前所领受的不同 par= o} parelavbete, 和合本译作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His Faith

c Gal 1:22 在... ejn Cristw'/ 和合本译作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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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信实a。
Gal 1:24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
耀给 神。

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
2:4*
西 2:16
去。
Gal 2:2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 2:10*
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他们b陈 殷勤:
ejspouvda说（乃是私下c对那有名望之人 sa
和合本译
说的）免得我现在、或是从前、 作热心
2:15
徒然奔跑。
罗 3:9
Gal 2:3 就连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
希利尼人、也免得他被勉强受割 2:16
罗 2:13
礼d．
Gal 2:4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
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
Gal 2:5 我们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没
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
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Gal 2:6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
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神不
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
没有加增我什么．
Gal 2:7 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
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
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
Gal 2:8（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

礼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
我为外邦人作使徒）
Gal 2:9 那称为会众柱石的雅各、矶
法、约翰、既知道所赐给我的恩
典e、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
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
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Gal 2:10 只是愿意我们记念穷人．
这也是我本来殷勤*去行的。
Gal 2:11 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
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
他。
Gal 2:12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
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
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
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Gal 2:13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
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
假。
Gal 2:14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
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
人面前对矶法说、你既是犹太
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
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
太人呢。
Gal 2:15 我们这生来是犹太人的并
不是从外邦人而生的也是罪
人f、
Gal 2:16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
法的功g、乃是因耶稣基督的信

a Gal 1:23 基督的信实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真
道．
b Gal 2:2 他们 aujtoi'" 和合本译作弟兄们
c Gal 2:2 乃是私下 kat= ijdivan deV 和合本译作却
是背地里
d Gal 2:3 就连... ajll= oujdeV Tivto" oJ suVn ejmoiv,
{Ellhn w[n, hjnagkavsqh peritmhqh'nai: 和合本
译作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
勉强他受割礼

e Gal 2:9 那称... kaiV gnovnte" thVn cavrin thVn doqei'savn moi, Ij avkwbo" kaiV Khfa'" kaiV
Ij wavnnh", oiJ dokou'nte" stu'loi ei\nai 和合本译
作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
雅各、矶法、约翰、
f Gal 2:15 我们... hJmei'" fuvsei Ij oudai'oi kaiV oujk
ejx ejqnw'n aJmartwloiv: 和合本译作我们这生来
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g Gal 2:16 因律法的功 ejx e[rgwn novmou 和合本译

第二章
*

Gal 2:1 过了十四年 、我同巴拿巴

加拉太书 (加) Gal 第二章

2:1*
林后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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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
我们因基督的信实b称义、不因
律法的功称义．因为凡有血气
的、没有一人因律法的功称义。
Gal 2:17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就证明我们是罪人c、难道基督
是叫人犯罪的么．断乎不是。
Gal 2:18 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
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
人。
Gal 2:19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 神活着。
Gal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
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着、是在 神儿子的
信实里活着d、他是爱我、为我舍
己。
Gal 2:21 我不废掉
神的恩．义若
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
死了。

3:2
罗 10:17

3:6
创 15:6
罗 4:3
雅 2:23

3:8
创 12:3

3:10
申 27:26
耶 11:3

第三章
Gal 3:1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稣基

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
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Gal 3:2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
受了圣灵、是因律法的功e呢、是

f Gal 3:2 因听见基督的信实 ejx ajko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因听信福音, Gal3:5 同．
g Gal 3:5 是因律法... ejx e[rgwn novmou h] ejx
ajkoh'" pivstew"和合本译作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h Gal 3:6 这就被算给他为义 kaiV ejlogivsqh aujtw'/
eij"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作这就算为他的义
i Gal 3:7 由信实而生的人 oiJ ejk pivstew"和合本
译作以信为本的人, Gal 3:9 同．
j Gal 3:8 神要... ejk pivstew" dikaioi' taV e[qnh oJ
qeoV"和合本译作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k Gal 3:8 预先传福音 proeuhggelivsato 和合
本译作早已传福音
l Gal 3:9 信实的 pistw'/ (形容词)和合本译作有
信心的
m Gal 3:10 律法的功为本 ejx e[rgwn novmou 和合
本译作行律法为本

作因行律法; 下同.
a Gal 2:16 耶稣基督的信实 pivstew" jIhsou'
Cristou' 和合本译作信耶稣基督
b Gal 2:16 基督的信实 pivstew" Cristou' 和合本
译作信基督
c Gal 2:17 就证明我们是罪人或作却发现自己仍
旧是罪人 euJrevqhmen kaiV aujtoiV aJmartwloi 和
合本译作却仍旧是罪人
d Gal 2:20 是在... ejn pivstei zw' th'/ tou' uiJou' tou'
qeou 和合本译作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
e Gal 3:2 因律法的功 ejx e[rgwn novmou 和合本译
作因行律法, Gal 3:5, Gal 3:10 同．

His Faith

因听见基督的信实f呢。
Gal 3:3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
靠肉身成全么．你们是这样的无
知么。
Gal 3:4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
然的么．难道果真是徒然的么。
Gal 3:5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
中间行异能的、是因律法的功
呢、还是因听见基督的信实呢g。
Gal 3:6 正如‘亚伯拉罕信
神、这
h
就被算给他为义 。’
Gal 3:7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由信实
而生的人i、就是亚伯拉罕的子
孙。
Gal 3:8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由信实而生的外邦人称
义j、就预先传福音k给亚伯拉
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
福。’
Gal 3:9 可见那由信实而生的人、和
信实的l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m
Gal 3:10 凡以律法的功为本 的、都
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
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
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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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 3:11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

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
经上说、‘由信实而生的义人必
活a。’
Gal 3:12 律法原不是由信实而生
的b、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
因此活着。’
Gal 3:13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受原文作成〕就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
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
的。’
Gal 3:14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在
基督耶稣里c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藉着信实d得着所应许的
圣灵。
Gal 3:15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
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
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
的。
Gal 3:16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
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
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
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
督。
Gal 3:17 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
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
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
空。
Gal 3:18 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
法、就不本乎应许．但 神是凭

3:11
哈 2:4
罗 1:17
来 10:38

3:12
利 18:5
尼 9:29
结 20:11
结 20:13
结 20:21
罗 10:5

3:13
申 21:23

3:16
创 12:7
林前
12:12

3:22
罗 11:32

3:27
罗 6:3
林前 10:2
林前
12:13
西 2:12

e Gal 3:22 使由... i{na hJ ejpaggeliva ejk pivstew"
Ij hsou' Cristou' doqh'/ toi'" pisteuvousin 和合本
译作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
人
f Gal 3:23 信实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因信得救
的理、
g Gal 3:23 那将... eij" thVn mevllousan pivstin
ajpokalufqh'na 和合本译作那将来的真道显明
出来, Gal 3:25 同．
h Gal 3:24 使我们... i{na ejk pivstew" dikaiwqw'men 和合本译作使我们因信称义
i Gal 3:25 信实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因信得
救的理
j Gal 3:26 藉着... diaV th'" pivstew" ejn Cristw'/
Ij hsou': 和合本译作因信基督耶稣

a Gal 3:11 由信实而生的义人必活 oJ divkaio" ejk
pivstew" zhvseta 和合本译作义人必因信得生
b Gal 3:12 不是由信实而生的 oujk e[stin ejk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不本乎信
c Gal 3:14 在基督耶稣里 ejn Cristw'/ jIhsou 和合
本译作因基督耶稣
d Gal 3:14 藉着信实 diaV th'" pivstew".和合本译
作因信

加拉太书 (加) Gal 第三章

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Gal 3:19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
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
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
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Gal 3:20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
的． 神却是一位。
Gal 3:21 这样、律法是与
神的应
许反对么．断乎不是．若曾传一
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
本乎律法了。
Gal 3:22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
里、使由耶稣基督的信实而来的
应许归给那相信的人e。
f
Gal 3:23 但这信实 还未来以先、我
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
将来的信实显明出来g。
Gal 3:24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
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里、使我们
这由信实而生的人称义h。
i
Gal 3:25 但这信实 既然来到、我们
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
Gal 3:26 所以你们藉着基督耶稣里
的信实j、都是 神的儿子。
Gal 3:27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
是披戴基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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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 3:28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Gal 4:11 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

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
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了。
Gal 3:29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
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
产业的了。

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
Gal 4:12 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
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过
4:6
去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罗 8:15
我们的心: Gal 4:13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是如何
taV"
kardiva" 藉着身体的软弱b传福音给你
hJmw'n
们。
4:7
第四章
太 17:26 Gal 4:14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
Gal 4:1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
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
4:10
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 西 2:16 我．反倒接待我、如同 神的使
民 28:2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民 29:1
者、如同基督耶稣。
Gal 4:2 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 4:14
Gal 4:15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那
太 10:40
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
Gal 4:3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 4:19
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
林前 4:15
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
Gal 4:4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
的。
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a、且生在
Gal 4:16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律法以下、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么。
Gal 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Gal 4:17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是好意、是要离间〔原文作把你们
Gal 4:6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
关在外面〕你们、叫你们热心待
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作我
他们。
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Gal 4:18 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
Gal 4:7 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
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
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
的时候才这样。
靠着 神为后嗣。
Gal 4:19 我小子阿、我为你们再受
Gal 4:8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
神的
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
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 神的
们里面c．
作奴仆。
Gal 4:20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
Gal 4:9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
神、更
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
可说是被 神所认识的、怎么还
作难。
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
Gal 4:21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
再给他作奴仆呢。
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
Gal 4:10 你们谨守日子、月分、节
b Gal 4:13 是如何 o{ti di= ajsqevneian th'"
期、年分。
...

sarkoV"和合本译作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c Gal 4:19 里面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心里

a Gal 4:4 为女子所生 ejk gunaikov"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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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么。
Gal 4:22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
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
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Gal 4:23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
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
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Gal 4:24 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
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
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Gal 4:25 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
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
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
为奴的。
Gal 4: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
主的、他是我们的母。
Gal 4:27 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
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
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
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
多。’
Gal 4:28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
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Gal 4:29 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
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
这样。
Gal 4:30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
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
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Gal 4:3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
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
儿女了。

4:26
来 12:22
启 3:12
启 21:2

4:27
赛 54:1
赛 66:7
路 23:29

4:29
太 11:12

4:30
创 21:10

5:1
约 8:36
林前 3:17

a Gal 5:5 靠着由信实而来的圣灵 pneuvmati ejk
pivstew" 和合本译作靠着圣灵、凭着信心
b Gal 5:6 惟独藉着爱运行的信实、才有功效 ajllaV
pivsti" di= ajgavph" ejnergoumevnh 和合本译作惟
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c Gal 5:10 确信你们 pevpoiqa eij" uJma'"和合本译
作很信你们
d Gal 5:13 总要... ajllaV diaV th'" ajgavph" douleu-

第五章
Gal 5:1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

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
加拉太书 (加) Gal 第五章

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Gal 5:2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
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Gal 5:3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
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
债。
Gal 5:4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
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Gal 5:5 我们靠着由信实而来的圣
灵a等候所盼望的义。
Gal 5:6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
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藉着
爱运行的信实、才有功效b。
Gal 5:7 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
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Gal 5:8 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
你们的。
Gal 5:9 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
来。
c
Gal 5:10 我在主里确信你们 必不
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
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Gal 5:11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Gal 5: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Gal 5:13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
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
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藉着爱
互相服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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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l 5:14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

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Gal 5:15 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Gal 5:16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
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Gal 5:17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
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
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
Gal 5:18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
不在律法以下。
Gal 5:19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
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Gal 5: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
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
端、
Gal 5: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
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
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
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国
Gal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
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实、
Gal 5: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
有律法禁止。
Gal 5: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
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Gal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
当靠圣灵行事。
Gal 5:26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5:14
利 19:18
太 19:19
太 22:39
可 12:31
可 12:33
罗 13:9
雅 2:8

6:4
路 16:12
林前 3:8
弗 4:16

6:7-8
林后 9:6

第六章

a Gal 6:1 用温柔的灵. ejn pneuvmati prau?thto"
和合本译作用温柔的心
b Gal 6:6 当把... Koinwneivtw .... tw'/ kathcou'nti
ejn pa'sin ajgaqoi'". 和合本译作当把一切需用
的供给施教的人

Gal 6:1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

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
ev te ajllhvloi". 和合本译作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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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的灵 、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
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Gal 6:2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
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
法。
Gal 6:3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Gal 6:4 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
在别人了。
Gal 6:5 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
子。
Gal 6:6 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
美善的与施教的人分享交通b。
Gal 6:7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
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
么。
Gal 6:8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
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
圣灵收永生。
Gal 6:9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
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Gal 6:10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
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
样。
Gal 6:11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
字、是何等的大呢。
Gal 6:12 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
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
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Gal 6:13 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
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
割礼、不过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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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Gal 6:14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

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
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
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Gal 6:15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
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Gal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
怜悯加给他们、和 神的以色列
民。
Gal 6:17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
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
记。
Gal 6:18 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
的恩常与你们的灵同在a。阿们。

a Gal 6:18 常与你们的灵同在 metaV tou' pneuvmato" uJmw'n, 和合本译作常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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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Eph

第一章
Eph 1:1 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
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实
的人a．
Eph 1:2 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
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
Eph 1: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 神、他在基督里、曾赐
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Eph 1:4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
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
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
疵．
Eph 1:5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
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
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Eph 1:6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著称
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
我们的。
Eph 1:7 我们在他里面藉着他的
血、得蒙救赎b、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Eph 1:8 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
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Eph 1:9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
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Eph 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
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1:4
约 15:16
启 13:8
提后 1:9

1:5
罗 8:15
加 4:6
*弗 1:11

1:11
徒 4:28
罗 8:29
林前 2:7
徒 13:48

1:13
林后 1:22
约一 3:24
出 3:12
罗 11:27

1:14
罗 8:23

c Eph 1:10 要照... eij" oijkonomivan tou' plhrwvmato" tw'n kairw'n, ajnakefalaiwvsasqai taV pavn ta ejn tw'/ Cristw'/, taV ejpiV toi'" oujranoi'" kaiV
taV ejpiV th'" gh'" ejn aujtw'/.和合本译作要照所安
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d Eph 1:13 你们... jEn w|/ kaiV uJmei'" ajkouvsante"
toVn lovgon th'" ajlhqeiva", toV eujaggevlion th'"
swthriva" uJmw'n, ejn w|/ kaiV pisteuvsante" ejs fragivsqhte tw'/ pneuvmati th'" ejpaggeliva" tw'/
aJgivw/, 和合本译作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
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e Eph 1:15 你们... thVn kaq= uJma'" pivstin ejn tw'/
kurivw/ jIhsou' kaiV thVn ajgavphn thVn eij" pavnta"
touV" aJgivou" 和合本译作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
众圣徒

a Eph 1:1 在基督... pistoi'" ejn Cristw'/ jIhsou',
和合本译作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b Eph 1:7 我们... jEn w|/ e[comen thVn ajpoluvtrwsin diaV tou' ai{mato" aujtou', 和合本译作我们
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His Faith

在他里面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
一。c
Eph 1:11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
业、〔得或作成〕这原是那位随己
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
定的．
Eph 1:12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
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
著称赞。
Eph 1:13 你们听见真理之道的人也
在他里面、这道、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你们信他的人、也
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
印记d．
Eph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
凭据、〔原文作质〕直等到 神之
民〔民原文作产业〕被赎、使他的
荣耀得著称赞。
Eph 1:15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在主
耶稣里的信实、与对众圣徒的
爱e、
Eph 1:16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
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Eph 1:17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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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
知道他．
Eph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
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
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
何等丰盛的荣耀．
Eph 1:19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Eph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
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
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
边、
Eph 1: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
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
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Eph 1:22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会众作万有之首．
Eph 1:23 会众是他的身体、是那充
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Eph 2:6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

1:22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约 3:35
徒 10:36
罗 9:5
罗 11:36
林前 3:21
西 1:16
来 1:2

1:23
林前 12:
12

2:6
启 20:4

2:13
得 3:13
赛 43:1

第二章
Eph 2: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Eph 2: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
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
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
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Eph 2: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
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
之子、和别人一样．
Eph 2:4 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
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Eph 2:5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
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
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以弗所书 (弗) Eph 第二章

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Eph 2:7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
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
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Eph 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
着基督的信实、这并不是出于自
己、乃是 神所赐的a．
Eph 2:9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
人自夸。
Eph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
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
善、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
的。
Eph 2:11 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
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
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
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
的．
Eph 2:12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
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
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
有指望、没有 神。
Eph 2:13 你们从前远离
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
血、已经得亲近了。
Eph 2:14 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
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
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Eph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
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
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
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a Eph 2:8 你们... Th'/ gaVr cavritiv ejste
sesw/smevnoi diaV pivstew": kaiV tou'to oujk ejx
uJmw'n, qeou' toV dw'ron: 和合本译作 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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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 2:16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
体、与 神和好了．
2:17
Eph 2:17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
赛 57:19
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2:20
Eph 2:18 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 太 21:42
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2:21*
结 43:12
Eph 2:19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 林后 6:16
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 3:1
门 1:9
里的人了．
Eph 2:20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 3:3
奥秘:
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 但 2:18
但 4:9
角石．
摩 3:7
Eph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得 提前 3:9
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3:11
弗 1:4
Eph 2:22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
3:16
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林后 4:16

第三章
Eph 3:1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

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
祈祷．〔此句乃照对十四节所加〕
Eph 3:2 谅必你们曾听见
神赐恩
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
我、
Eph 3:3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
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Eph 3:4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
知基督的奥秘．
Eph 3:5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
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
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Eph 3:6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
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
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Eph 3:7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
照 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
His Faith

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Eph 3:8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
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
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
外邦人．
Eph 3:9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
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 神里
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Eph 3:10 为要藉着会众、使天上执
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
般的智慧．
Eph 3:11 这是照
神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
意。
a
Eph 3:12 我们因他的信实 、就在他
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
神面前。
Eph 3:13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
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
你们的荣耀。
Eph 3: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Eph 3:15（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
家、都是从他得名）
Eph 3:16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b的力
量刚强起来、
Eph 3:17 使基督藉着信实、住在你
们心里、叫你们在基督的爱中、
有根有基c、
Eph 3:18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
a Eph 3:12 因他的信实 diaV th'" pivstew" aujtou'.
和合本译作因信耶稣
b Eph 3:16 心里 eij" toVn e[sw a[nqrwpon 原文作
里头的人参看林后 4:16
c Eph 3:17 使基督... katoikh'sai toVn CristoVn
diaV th'" pivstew" ejn tai'" kardivai" uJmw'n, ejn
ajgavph/ ejrrizwmevnoi kaiV teqemeliwmevnoi, 和合
本译作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
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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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何等长阔高深a、
b
Eph 3:19 并知道基督的爱 是过于
人所能测度的、便叫 神一切的
丰盛c、充满了你们。
Eph 3: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
面d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Eph 3:21 但愿他在会众中、并在基
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
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第四章
Eph 4:1 我为主

*

被囚的劝你们、既
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
恩相称．
Eph 4: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在
爱中互相宽容e、
Eph 4: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
守圣灵所赐的合一f。
Eph 4:4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
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
指望、
Eph 4:5 一主、一信、一洗、
Eph 4:6 一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
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
住在众人之内。
Eph 4:7 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

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
Eph 4:8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
4:1*
为主:或作 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
、
、
在主里
的恩赐赏给人。’
4:8
诗 68:18 Eph 4:9（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
出 3:22
地下么．
4:10
Eph 4:10 他同是那位降下的、也是
万有:
诗 103:19 那位远升诸天之上的、他如此行
耶 10:16
是为要充满万有g。）
约 3:35
徒 10:36 Eph 4:11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
．
罗 9:5
罗 11:36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林前 3:21
Eph 4: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弗 1:22
西 1:16
建立基督的身体．
来 1:2
Eph 4: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基督的
4:15*
说...:或作 信实上、并在认识
神儿子的知
显出真诚
h
识上、同归于一 、得以长大成
4:16
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路 16:12
林前 3:8 Eph 4:14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中
、
加 6:4
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
供应:
腓 1:19
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i
Eph 4:15 惟在爱中说真理 、凡事长
进、连于元首基督．
Eph 4:16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
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
用、彼此供应j、便叫身体渐渐增
长、在爱中建立基督自己*的身
*

a Eph 3:18 能以... i{na ejxiscuvshte katalabevsqai
suVn pa'sin toi'" aJgivoi" tiv toV plavto" kaiV
mh'ko" kaiV u{yo" kaiV bavqo", 和合本译作能以和
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b Eph 3:19 基督的爱 ajgavphn tou' Cristou' 和合
本译作这爱

g Eph 4:10 他同... oJ katabaV" aujtov" ejstin kaiV oJ
ajnabaV" uJperavnw pavntwn tw'n oujranw'n, i{na
plhrwvsh/ taV pavnta. 和合本译作那降下的、就
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h Eph 4:13 直等... mevcri katanthvswmen oiJ
pavnte" eij" thVn eJnovthta th'" pivstew" kaiV th'"
ejpignwvsew" tou' uiJou' tou' qeou', 和合本译作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
的儿子
i Eph 4:15 惟在爱中说真理 ajlhqeuvonte" deV ejn
ajgavph/ 和合本译作惟用爱心说诚实话
j Eph 4:16 供应 ejpicorhgiva" 和合本译作相助

c Eph 3:19 神... eij" pa'n toV plhvrwma tou'
qeou'. 和合本译作 神一切所充满的
d Eph 3:20 在我们里面 ejn hJmi'n 和合本译作在我
们心里
e Eph 4:2 在爱中互相宽容 ajnecovmenoi ajllhvlwn
ejn ajgavph/, 和合本译作用爱心互相宽容
f Eph 4:3 圣灵所赐的合一 thVn eJnovthta tou'
pneuvmato" 和合本译作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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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ph 4:17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

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
人存虚妄的意念*行事．
Eph 4:18 他们心地昏昧、与
神所
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
知、心里刚硬．
Eph 4:19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
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
Eph 4:20 你们学 了基督、却不是这
样．
Eph 4:21 如果你们真听见他、在他
里面蒙了教导、就知道真理是在
耶稣里、b
Eph 4:22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
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
惑、渐渐变坏的．
*
Eph 4:23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 在灵
c
里改换一新 ．
Eph 4:24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
照着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
仁义、和圣洁。
Eph 4:25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
人与邻舍说真理d．因为我们是
互相为肢体。

Eph 4:26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
4:17*

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
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
4:18
弗 2:3
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4:19
Eph 4:29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
良心丧尽:
ajphlghkov 口 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
、
、
te"
或作失去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感知
Eph 4:30 不要叫
神的圣灵担忧．
4:20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
*:经历
赎的日子来到。
4:23*
罗 7:25
Eph 4:31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
4:24
闹、亵渎e、并一切的恶毒、〔或
创 1:26
太 22:11 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Eph 4:32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
4:30
罗 8:23
的心、彼此饶恕、正如 神在基
4:32
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意念:
?tou' nooV Eph 4:27
和合本译
作心
Eph 4:28

太 6:14
可 11:25
西 3:13

Eph 5:1 所以你们该效法

和合本译作在爱中建立自己

b Eph 4:21 如果.. ei[ ge aujtoVn hjkouvsate kaiV
ejn aujtw'/ ejdidavcqhte, kaqwv" ejstin ajlhvqeia ejn

和合本译作如果你们听过他
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c Eph 4:23 又要... ajnaneou'sqai deV tw'/ pneuvmati
tou' nooV" uJmw'n 和合本译作又要将你们
的心志改换一新; 心志 nooV" 或作悟性,
参看罗 7:23,25
d Eph 4:25 各人与邻舍说真理 lalei'te ajlhvqeian e{kasto" 和合本译作各人与邻舍
说实话
tw'/ jIhsou',

His Faith

神、好

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f
Eph 5:2 也要在爱中行事 、正如基
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
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
神。
Eph 5:3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
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
可、方合圣徒的体统。
Eph 5:4 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
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Eph 5:5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
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
心的、在基督和 神的国里、都

a Eph 4:16 在爱... eij" oijkodomhVn eJautou' ejn ajgavph/.

第五章

e Eph 4:31 亵渎 blasfhmiva 和合本译作毁谤
f Eph 5:2 也要在爱中行事 kaiV peripatei'te ejn ajgavph/, 和合本译作也要凭爱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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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
像的一样。
5:6
Eph 5:6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
太 7:15
因这些事、 神的忿怒必临到那 太 24:4
5:23
悖逆之子。
太 25:1
Eph 5:7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
5:27
伙。
启 21:2
Eph 5:8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
5:30
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 创 2:23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5:31
太 19:5
Eph 5:9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
切良善、公义、真理a．
Eph 5:10 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
事。
Eph 5:11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
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Eph 5:12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
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Eph 5:13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
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
是光。
Eph 5:14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
要光照你了。
Eph 5:15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
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b
Eph 5:16 要把握各种时机 、因为现
今的世代邪恶。
Eph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
的旨意如何。
Eph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Eph 5:19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
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Eph 5:20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名、常常感谢父 神。
Eph 5: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
此顺服。
Eph 5:22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
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Eph 5:23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
同基督是会众的头．他又是会众
全体的救主。
Eph 5:24 会众怎样顺服基督、妻子
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Eph 5:25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正如基督爱会众、为会
众舍己．
Eph 5:26 要用水藉着道、把会众洗
净、成为圣洁、
Eph 5:27 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
的会众、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
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Eph 5:28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
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
爱自己了。
Eph 5:29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
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
会众一样．
Eph 5:30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Eph 5:31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

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
体。
Eph 5:32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
指着基督和会众说的。
Eph 5: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
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
敬重他的丈夫。

a Eph 5:9 真理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诚实
b Eph 5:16 要把握各种时机 ejxagorazovmenoi toVn
kairovn, 和合本译作要爱惜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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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 6:1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

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Eph 6:2-3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
诫命。
Eph 6:4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
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
戒、养育他们。
Eph 6:5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
兢、用诚实的心a听从你们肉身
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Eph 6: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
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 神的旨意．
Eph 6:7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
像服事人。
Eph 6:8 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
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Eph 6:9 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
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
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
上、他并不偏待人。
Eph 6:10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
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
刚强的人。
Eph 6:11 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
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Eph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
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
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
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两争战

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
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
6:2-3
出 20:12
立得住。
长寿:
王上 3:14 Eph 6:14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
、
诗 34:12
诗 91:16 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箴 3:16
遮胸．
6:6*
Eph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
从心里:
?ejk yuch'"
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原文作从
b
魂里
Eph 6:16 此外又拿着信实 当作藤
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
6:16
创 15:1
箭．
6:18
Eph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
太 26:41
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
6:24*
诚心:或作 Eph 6: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
不朽
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为众
圣徒祈求、
Eph 6:19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
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
奥秘、
Eph 6:20（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
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
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c
Eph 6:21 今有所亲爱信实 事奉主
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
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
你们知道。
Eph 6:22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
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d
Eph 6:23 愿平安、信实的爱 、从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
*
Eph 6:24 并愿所有诚心 爱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原文都作摔跤〕
Eph 6:13 所以要拿起

b Eph 6:16 信实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信德
c Eph 6:21 信实 pistoV" 和合本译作忠心
d Eph 6:23 信实的爱 ajgavph metaV pivstew" 和合
本译作仁爱、信心

神所赐的全

a Eph 6:5 用诚实的心 ejn aJplovthti th'" kardiva"
uJmw'n 原文作用单一的心或用简单纯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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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腓) Phl

第一章
Phl 1: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

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
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
督、诸位执事．
Phl 1:2 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的
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Phl 1:3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
的 神．
Phl 1:4（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
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Phl 1:5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
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a。
Phl 1:6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
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
稣基督的日子．
Phl 1: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
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
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
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
我一同得恩。
Phl 1:8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
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 神可
以给我作见证的。
Phl 1:9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
爱b、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
又多．
Phl 1:10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作
喜爱那美好的事〕作诚实无过的

1:19
申 9:9
出 16:4
申 8:3
供应:
弗 4:16

a Phl 1:5 因为... ejpiV th'/ koinwniva/ uJmw'n eij" toV
eujaggevlion ajpoV th'" prwvth" hJmevra" a[cri tou'
nu'n, 原文作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是
在福音里相交团契
b Phl 1:9 你们的爱 hJ ajgavph uJmw'n 和合本译作你
们的爱心

腓立比书 (腓) Phl 第一章

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Phl 1:11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
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与
神。
Phl 1:12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
旺．
Phl 1:13 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
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
是为基督的缘故。
Phl 1:14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
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
越发放胆传 神的道、无所惧
怕。
Phl 1:15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
分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c
Phl 1:16 这一等、是出于爱 、知道
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
Phl 1:17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
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
锁的苦楚。
Phl 1:18 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
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
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
要欢喜。
Phl 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
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供
应d、终必叫我得救．
Phl 1:20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Phl 1:21 因对我而言活着是基督、

c Phl 1:16 出于爱 ejx ajgavph"和合本译作出于爱
心
d Phl 1:19 供应 ejpicorhgiva" 和合本译作帮助

274

FOJC.NET

腓立比书 (腓) Phl 第一章
a
。

死了是益处
Phl 1:22 但若在肉身活着、对我而
言这是基督信实的工所成就的
果子、如此我该挑选那一样、我
不知道。b
Phl 1:23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
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
比的．
Phl 1:24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
们更是要紧的。
Phl 1:2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
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
住、使你们在信实上、又长进又
喜乐c．
Phl 1:26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
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
发加增。
Phl 1: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
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
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
志、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实d齐
心努力．
Phl 1:28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
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
是出于 神。
Phl 1:29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
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Phl 1:30 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
1:23
林后 5:6
伯 19:26
王上
14:13
赛 57:1

2:2
林前 12:46

2:5
太 11:29

2:7
林后 8:9

2:8
太 26:39

a Phl 1:21 因对... jEmoiV gaVr toV zh'n CristoV" kaiV
toV ajpoqanei'n kevrdo". 和合本译作因我活着就
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b Phl 1:22 但若... eij deV toV zh'n ejn sarkiv, tou'tov
moi karpoV" e[rgou, kaiV tiv aiJrhvsomai ouj gnwrivzw. 和合本译作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
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c Phl 1:25 使你们在信实上、又长进又喜乐 eij"
thVn uJmw'n prokophVn kaiV caraVn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
乐
d Phl 1:27 福音的信实 th'/ pivstei tou' eujaggelivou
和合本译作所信的福音

His Faith

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
的一样。

第二章
Phl 2: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

勉、有什么爱的安慰、有什么圣
灵的交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e、
Phl 2:2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有相同
的爱、合一的心思、一样的意
念f、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Phl 2: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
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
Phl 2: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
要顾别人的事。
g
Phl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
心。
Phl 2: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
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
Phl 2: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
像、成为人的样式．
Phl 2: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
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
Phl 2:9 所以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
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Phl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
屈膝、
Phl 2: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e Phl 2:1 有什么爱... ei[ ti paramuvqion ajgavph",
ei[ ti" koinwniva pneuvmato", ei[ ti" splavgcna
kaiV oijktirmoiv, 和合本译作爱心有什么安慰、圣
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f Phl 2:2 有相同... thVn aujthVn ajgavphn e[conte",
suvmyucoi, toV e}n fronou'nte", 和合本译作爱心
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g Phl 2:5 心 fronei'te 原文作意念,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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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荣耀归与父 神。
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2:12
Phl 2:12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
Phl 2:23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
作成自己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 的救恩:挪 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亚顺服作
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 成方舟成 Phl 2:24 但我在主里自信c我也必快
了自己的
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
救恩参看: 去。
a
创 6:14
兢、作成你们自己的救恩 ．
Phl 2:25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
2:15
Phl 2:13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
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
箴 4:18
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 太 5:14 弟、与我一同作工、一同当兵、
他的美意。
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
2:17
出 29:40
Phl 2:14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用的。
提后 4:6
起争论、
Phl 2:26 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
Phl 2:15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
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
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
了．
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
Phl 2:27 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
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然而 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
Phl 2:16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
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
Phl 2:28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
跑、也没有徒劳。
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
b
Phl 2:17 我以你们的信实 为供献的
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
祭物．我若被浇奠 在其上、也是
Phl 2:29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
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
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
乐．
人．
Phl 2:18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
Phl 2:30 因他为作基督的工夫、几
与我一同喜乐。
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
Phl 2:19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
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
第三章
事、心里就得着安慰。
Phl 3:1 最后、我的弟兄们、你们要
Phl 2:20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
靠主喜乐。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些
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话再写给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安
Phl 2:21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
全着想。d
求耶稣基督的事。
Phl 2:22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
c Phl 2:24 但我在主里自信 pevpoiqa deV ejn kurivw/
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
和合本译作但我靠着主自信
*

d Phl 3:1 最后... ToV loipovn, ajdelfoiv mou,
caivrete ejn kurivw/. taV aujtaV gravfein uJmi'n ejmoiV
meVn oujk ojknhrovn, uJmi'n deV ajsfalev". 和合本译
作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
这话再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
当。

a Phl 2:12 作成你们自己的救恩 thVn eJautw'n
swthrivan katergavzesqe 和合本译作作成你们
得救的工夫
b Phl 2:17 你们的信实 th'" pivstew" uJmw'n, 和合
本译作你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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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l 3:2 应当防备犬类 、防备作恶

的 2、防备妄自行割的 3．
Phl 3:3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
这以 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
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Phl 3:4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
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
靠着了。
*
Phl 3:5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
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
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
说、我是法利赛人．
Phl 3:6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会众
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
指摘的。
Phl 3:7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
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
的。
Phl 3: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
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
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
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Phl 3:9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
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
基督的信实而得的义、就是因信
实由 神而来的义a．
Phl 3: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
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
苦、效法他的死．
Phl 3:11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
活。
Phl 3:12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乃是我竭力追求、

3:2
1:
赛 56:11
诗 22:16
诗 22:20
启 22:15
启 19:20
2:
太 7:23
3:
耶 9:25
罗 2:28

3:5*
创 17:12

3:7-8
太 13:44

b Phl 3:12 乃是... diwvkw deV eij kaiV katalavbw, ejf=
w|/ kaiV katelhvmfqhn uJpoV Cristou' ( jIhsou'). 和
合本译作乃是我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
我得的〕
c Phl 3:15 所以... {Osoi ou\n tevleioi, tou'to
fronw'men: kaiV ei[ ti eJtevrw" fronei'te, kaiV
tou'to oJ qeoV" uJmi'n ajpokaluvyei: 和合本译作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
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
们．
d Phl 3:16 然而... plhVn eij" o} ejfqavsamen, tw'/ aujtw'/ stoicei'n. 和合本译作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
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a Phl 3:9 乃是... ajllaV thVn diaV pivstew"
Cristou', thVn ejk qeou' dikaiosuvnhn ejpiV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
信 神而来的义

His Faith

或者可以得着、或者因此我可以
被基督耶稣得着b。
Phl 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
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
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Phl 3:14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
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
的奖赏。
Phl 3:15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
人、总要存这样意念．若在什么
事上、存别样的意念、 神也必
以此(在基督里合一的)意念指
示你们．c
Phl 3:16 然而我们既进到他里面、
就当照着合一的意念行。d
Phl 3:17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
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
行的人。
Phl 3:18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
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
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Phl 3:19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
们的 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
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
的事为念。
Phl 3: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
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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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降临。
Phl 3:21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
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
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
体相似*。

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
相似:相同
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4:3*
出 32:32 Phl 4:10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
诗 69:28
赛 4:3-4 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启 3:5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
启 13:8
第四章
启 17:8
会。
启 20:12
Phl 4:1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启 21:27 Phl 4: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4:6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 太 6:8 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立得稳。
4:7*
Phl 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
箴 4:23
Phl 4:2 我劝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
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
a
主里同心 ．
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
Phl 4:3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一轭
我都得了秘诀。
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
Phl 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
凡事都能作。
革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作工
Phl 4:14 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原是美事。
Phl 4: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
Phl 4:15 腓立比人阿、你们也知道
说、你们要喜乐。
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
Phl 4:5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
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
心。主已经近了。
外、并没有别的会众供给我．
Phl 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
Phl 4:16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
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
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
所要的告诉 神。
的需用。
Phl 4: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Phl 4:17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
必在基督耶稣里、看守b*你们的
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
心怀意念。
在你们的账上。
Phl 4:8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Phl 4:18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
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
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
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
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
气、为 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
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物。
Phl 4:9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
Phl 4:19 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
a Phl 4:2 同心 toV aujtoV fronei'n 原文作意念相
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
同,参看 Phl 2:2, Phl 2:5
所需用的都充足。
b Phl 4:7 看守 frourhvsei 和合本译作保守,参看
3:21*

Gal 3:23 看守在律法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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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l 4:20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Phl 4:21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
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
你们安。
Phl 4:22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
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
Phl 4:23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
们的灵同在a。

4:22
徒 9:15
徒 27:24

a Phl 4:23 常与你们的灵同在或作常在灵里与你
们同在 metaV tou' pneuvmato" uJmw'n. 和合本译作
常在你们心里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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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

(西) Col

第一章
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 1:6
太 24:14
太 28:19
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Col 1:2 写信给歌罗西的圣徒、在基 1:16
1:3
督里信实的弟兄们a．愿恩惠平 约
诗 33:6
来 11:3
安、从 神我们的父、归与你
万有:
诗 103:19
们。
耶 10:16
Col 1:3 我们感谢
神我们主耶稣 约 3:35
徒 10:36
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罗 9:5
Col 1:4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罗 11:36
林前 3:21
的信实、并向众圣徒的爱b．
弗 1:22
来 1:2
Col 1:5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
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 1:18
弗 1:22
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Col 1:6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
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
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
音、真知道 神恩惠的日子一
样．
Col 1:7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
同作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
你们作了基督信实的执事c．
Col 1:8 也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告
诉了我们d。
Col 1:9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
Col 1:1 奉

a Col 1:2 在基督... kaiV pistoi'" ajdelfoi'" ejn
Cristw'/, 和合本译作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b Col 1:4 因听见... ajkouvsante" thVn pivstin uJmw'n
ejn Cristw'/ Ij hsou' kaiV thVn ajgavphn h}n e[cete
eij" pavnta" touV" aJgivou" 和合本译作因听见
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c Col 1:7 他为... o{" ejstin pistoV" uJpeVr uJmw'n diavkono" tou' Cristou', 和合本译作他为我们
〔有古卷作你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d Col 1:8 也把... oJ kaiV dhlwvsa" hJmi'n thVn uJmw'n
ajgavphn ejn pneuvmati. 和合本译作也把你们因
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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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
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
性上、满心知道 神的旨意．
Col 1:10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
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
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 神．
Col 1:11 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
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
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Col 1:12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
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Col 1:1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
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Col 1:14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Col 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
神
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
以先．
Col 1:16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
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
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
的．
Col 1:17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
他而立。
Col 1:18 他也是会众全体之首．他
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Col 1:19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
盛、在他里面居住。
Col 1:20 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
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
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
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Col 1:21 你们从前与
神隔绝、因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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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Col 1:22 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
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
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a
Col 1:23 只要你们始终在信实里 、
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
动失去〔原文作离开〕福音的盼
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万
人原文作凡受造的〕我保罗也作了
这福音的执事*。
Col 1:24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
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
为会众、要补满我对基督的缺
欠、这缺欠就是基督在肉身上为
我所受的患难b。
Col 1:25 我照
神为你们所赐我的
职分、作了会众的执事、要把
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Col 1:26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
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
明了．
Col 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
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
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c成
了有荣耀的盼望．
Col 1:28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
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
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
到 神面前．

Col 1:29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
1:23
太 24:14
*弗 3:7

1:25*
要...:或作
为要成就
神的道

2:8
太 7:15
太 24:4
西 2:18

a Col 1:23 只要... ei[ ge ejpimevnete th'/ pivstei 和合
本译作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b Col 1:24 要补... ajntanaplhrw' taV uJsterhvmata
tw'n qlivyewn tou' Cristou' ejn th'/ sarkiv mou 和
合本译作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c Col 1:27 在你们里面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在你
们心里

His Faith

我里面运行d的大能、尽心竭力。

第二章
Col 2:1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

和老底嘉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
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
力．
Col 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
中e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
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f、使他们
真知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Col 2:3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
在他里面藏着。
Col 2:4 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
巧语迷惑你们。
Col 2:5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
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
在基督里你们的信实g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Col 2:6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
稣、就当遵他而行．
Col 2:7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在信实
里被坚固h、正如你们所领的教
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Col 2: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
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
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
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Col 2:9 因为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Col 2:10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
d Col 1:29 运行 thVn ejnevrgeian 和合本译作运用
e Col 2:2 在爱中 ejn ajgavph/ 和合本译作因爱心
f Col 2:2 信心 th'" plhroforiva"
g Col 2:5 在基督里你们的信实 th'" eij" CristoVn
pivstew" uJmw'n. 和合本译作信基督的心
h Col 2:7 在信实里被坚固 bebaiouvmenoi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信心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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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
首．
Col 2:11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
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
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
Col 2:12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
葬、也藉着信实与他一同复活、
这信实、就是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运行的大能a。
Col 2:13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
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
你们〔或作我们〕一切过犯、便叫
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b
Col 2:14 又涂抹了依据律例 所写、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
把他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Col 2:15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
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
架夸胜。
Col 2:16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
期、月朔、安息日、人都不能论
断你们c．
Col 2:17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
形体却是基督。
Col 2:18 无人能因着故意谦虚、和
崇拜d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
赏e．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

〔有古卷作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
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

高自大、
Col 2:19 不持定元首、(论到这元
罗 6:3
林前 10:2
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
林前
12:13
助联络、就因 神大得长进。)
加 3:27
Col 2:20-21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2:14*
字据:罪债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
借据
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
2:16
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
加 4:10
民 28:2
呢。
民 29:1
Col 2:22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
2:22
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
太 15:9
都败坏了。
Col 2:23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
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
欲上、是毫无功效。
2:12*

第三章
Col 3:1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

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
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边。
Col 3:2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
思念地上的事。
Col 3:3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
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
Col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
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
在荣耀里。
Col 3: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
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
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
样。
Col 3:6 因这些事、 神的忿怒必临
到那悖逆之子。
Col 3:7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

a Col 2:12 你们... suntafevnte" aujtw'/ ejn tw'/ baptismw'/, ejn w|/ kaiV sunhgevrqhte diaV th'"
pivstew" th'" ejnergeiva" tou' qeou' tou'
ejgeivranto" aujtoVn ejk nekrw'n: 和合本译作 你
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
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b Col 2:14 依据... toi'" dovgmasin 和合本译作
在律例上
c Col 2:16 人都不能论断你们 MhV ou\n ti" uJma'"
krinevtw 和合本译作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d Col 2:18 崇拜 qrhskeiva/ 和合本译作敬拜
e Col 2:18 无人能...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mhdeiV"
uJma'" katabrabeuevtw 和合本译作不可让人...
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歌罗西书 (西) Col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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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Col 3:8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
3:10
太 22:11
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
弗 4:24
a
〔或作阴毒〕亵渎 、并口中污秽
3:13
的言语。
太 6:14
可 11:25
Col 3: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
弗 4:32
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Col 3: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
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像．
Col 3:11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
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
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
住在各人之内。
Col 3:12 所以你们要穿上怜悯、恩
慈、谦虚、温柔、忍耐、如同 神
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b
Col 3: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
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
恕人。
Col 3:14 在这一切之外、要穿上
爱c．爱就是联络全德的。
Col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掌管你
们的心．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
一体．且要成为懂得感谢的人。d
a Col 3:8 亵渎 blasfhmivan 和合本译作毁谤
b Col 3:12 所以... jEnduvsasqe ou\n, wJ" ejklektoiV
tou' qeou' a{gioi kaiV hjgaphmevnoi, splavgcna
oijktirmou' crhstovthta tapeinofrosuvnhn
prau?thta makroqumivan, 和合本译作所以你们
既是 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
作穿下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c Col 3:14 要穿上爱 thVn ajgavphn, 和合本译作要
存着爱心
d Col 3:15 又要... kaiV hJ eijrhvnh tou' Cristou'
brabeuevtw ejn tai'" kardivai" uJmw'n, eij" h}n kaiV
ejklhvqhte ejn eJniV swvmati: kaiV eujcavristoi
givnesqe. 和合本译作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
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

His Faith

Col 3:16 当使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

的住在你们里面、以各样的智
慧e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
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
Col 3:17 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
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
感谢父 神。
Col 3:18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
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
的。
Col 3:19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Col 3:20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
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Col 3:21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
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Col 3:22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
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
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
存心诚实敬畏主．
f
Col 3:23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
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
的。
Col 3:24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
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
乃是主基督。
Col 3: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
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第四章
Col 4:1 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

感谢的心。
e Col 3:16 当使... JO lovgo" tou' Cristou'
ejnoikeivtw ejn uJmi'n plousivw", ejn pavsh/ sofiva/
和合本译作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
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
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
f Col 3:23 从心里 ejk yuch'" 原文作从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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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
位主在天上。
Col 4:2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儆醒
4:9
门 1:10
感恩．
Col 4:3 也要为我们祷告、求
神给
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
奥秘、（我为此被捆锁）
Col 4:4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
奥秘显明出来a。
b
Col 4:5 你们要把握各种时机 、用
智慧与外人交往。
Col 4:6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
惠、用盐调和c、就可知道该怎样
回答各人。
Col 4:7 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
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
信实的执事d、和我一同作主的
仆人。
Col 4:8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
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e
Col 4:9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信实的
兄弟阿尼西母同去．他也是你们
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
事都告诉你们。
Col 4:10 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
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
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
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
a Col 4:4 显明出来 fanerwvsw 和合本译作发明
出来
b Col 4:5 你们要把握各种时机 toVn kairoVn
ejxagorazovmenoi. 和合本译作你们要爱惜光阴
c Col 4:6 你们... oJ lovgo" uJmw'n pavntote ejn cavriti, a{lati hjrtumevno", 和合本译作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
d Col 4:7 信实的执事 pistoV" diavkono" 和合本译
作忠心的执事
e Col 4:9 信实的 tw'/ pistw'/ 和合本译作忠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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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你们就接待他。）
Col 4:11 耶数又称为犹士都、也问
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
三个人、是为 神的国与我一同
作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
的。
Col 4:12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
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
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
求、愿你们在 神一切的旨意
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f、能站
立得稳。
Col 4:13 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
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
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
Col 4:14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
马问你们安。
Col 4:15 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
法、并他家里的会众安。
Col 4:16 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
老底嘉的会众、叫他们也念．你
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
Col 4:17 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Col 4:18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
们要记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
你们同在。

f Col 4:12 信心充足 peplhroforhmevnoi 或作完
全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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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1Ts

第一章
1Ts 1: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

1:5

给帖撒罗尼迦在父 神和主耶 林前 2:4
林前 4:20
稣基督里的会众．愿恩惠平安归
与你们。
1Ts 1:2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
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1Ts 1:3 在
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
的记念你们因信实a所作的工
夫、因爱b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
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c。
1Ts 1:4 被
神所爱的弟兄阿、我知
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1Ts 1:5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
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
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d．正
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
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1Ts 1:6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
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
a 1Ts 1:3 信实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信心
b 1Ts 1:3 爱 th'" ajgavph" 和合本译作爱心
c 1Ts 1:3 在 神... ajdialeivptw" mnhmoneuvonte"
uJmw'n tou' e[rgou th'" pivstew" kaiV tou' kovpou
th'" ajgavph" kaiV th'" uJpomonh'" th'" ejlpivdo"
tou' kurivou hJmw'n jIhsou' Cristou' e[mprosqen
tou' qeou' kaiV patroV" hJmw'n, 原文作在 神我
们的父面前、不住的记念你们、你们就是基督的
信实所作的工、你们就是基督的爱所受的劳苦、
你们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盼望所存的忍耐
[(mnhmoneuvonte" + obj(gen) : “remembering of”
usually follow by genetive form as its direct object.
Therefore uJmw'n (“you” in genetive form) is the
object of mnhmoneuvonte" see also the similar use
of Mnhmoneuvete in Heb 13:7) 参看 Rev 1:9
uJpomonh'/ ejn jIhsou', 在耶稣的忍耐里; 赛 29:23
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
d 1Ts 1:8 信心 plhrofor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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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1Ts 1:7 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
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1Ts 1:8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
经传扬出来、你们向 神的信
实e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
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
用我们说什么话。
1Ts 1:9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
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
怎样离弃偶像归向 神、要服事
那又真又活的 神、
1Ts 1:10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
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
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第二章
1Ts 2:1 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

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
的。
1Ts 2:2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
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
靠我们的 神放开胆量、在大争
战中把 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1Ts 2:3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
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
诈．
1Ts 2:4 但
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
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
验我们心的 神喜欢。
1Ts 2:5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
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
有藏着贪心、这是 神可以作见
证的。
e 1Ts 1:8 你们向 神的信实 hJ pivsti" uJmw'n hJ
proV" toVn qeoVn 和合本译作你们向 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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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s 2:6 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

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
别人求荣耀、
1Ts 2:7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
2:9
林前 9:18
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徒 18:3
1Ts 2:8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
2:15
愿意将 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 太 23:31
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 3:3
太 16:24
是我们所疼爱的。
提后 3:12
1Ts 2:9 弟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 太 11:12
徒 14:22
苦劳碌、昼夜作工、传 神的福 约 15:20
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 加 4:29
累。
1Ts 2:10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
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
你们作见证、也有 神作见证。
1Ts 2:11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
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
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
样．
1Ts 2:12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
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 神。
1Ts 2:13 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
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 神的
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
道、乃以为是 神的道．这道实
在是 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
主的人里面a。
1Ts 2:14 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
中、在基督耶稣里 神的各会
众．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
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
样。
1Ts 2:15 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
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

第三章
1Ts 3:1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

自等在雅典．
1Ts 3:2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
音上作 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
〔作 神执事的有古卷作与 神同工
的〕在你们的信实上坚固你们、

并劝慰你们b．
1Ts 3:3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
原是命定的。
1Ts 3:4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
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
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1Ts 3:5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
b 1Ts 3:2 在你们... eij" toV sthrivxai uJma'" kaiV
parakalevsai uJpeVr th'" pivstew" uJmw'n 和合本
译作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

a 1Ts 2:13 在你们信主的人里面 ejn uJmi'n toi'"
pisteuvousin. 和合本译作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前) 1Ts 第三章

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
1Ts 2:16 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
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
恶． 神的忿怒临在他们身上已
经到了极处。
1Ts 2:17 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
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
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
见你们的面．
1Ts 2:18 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
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
撒但阻挡了我们。
1Ts 2:19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
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
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
前站立得住么。
1Ts 2:20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
耀、我们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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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实如
何a、免得那诱惑人的诱惑了你
们b、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3:10
1Ts 3:6 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
来 11:40
回来、将你们信实和爱c的好消
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记念
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
们想见你们一样．
1Ts 3:7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
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实d
就得了安慰．
1Ts 3:8 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
就活了。
1Ts 3:9 我们在
神面前、因着你们
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
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 神
呢。
1Ts 3:10 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
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实e的
不足。
1Ts 3:11 愿
神我们的父、和我们
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
那里去．
1Ts 3:12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的爱、
并对众人的爱f、都能增长、充
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1Ts 3:13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
a 1Ts 3:5 要晓得... eij" toV gnw'nai thVn pivstin
uJmw'n, 和合本译作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b 1Ts 3:5 免得... mhv pw" ejpeivrasen uJma'" oJ
peiravzwn 和合本译作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
了你们
c 1Ts 3:6 你们信实和爱 thVn pivstin kaiV thVn
ajgavphn uJmw'n 和合本译作你们信心和爱心
d 1Ts 3:7 因着你们的信实 diaV th'" uJmw'n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因着你们的信心
e 1Ts 3:10 你们信实 th'" pivstew" uJmw'n; 和合本
译作你们信心
f 1Ts 3:12 彼此的爱、并对众人的爱 th'/ ajgavph/ eij"
ajllhvlou" kaiV eij" pavnta 和合本译作彼此相爱
的心、并爱众人的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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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
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第四章
1Ts 4:1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

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
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
怎样行、可以讨 神的喜悦、就
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
励。
1Ts 4:2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
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1Ts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
圣洁、远避淫行．
1Ts 4:4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
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1Ts 4:5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
认识 神的外邦人．
1Ts 4:6 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
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
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
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1Ts 4:7 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
洁。
1Ts 4:8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
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
神。
1Ts 4:9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
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
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1Ts 4:10 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
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
们要更加勉励．
1Ts 4:11 又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
己的事、亲手作工、正如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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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吩咐你们的．
1Ts 4:12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
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1Ts 4:13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
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
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1Ts 4:14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
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1Ts 4:15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
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
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
了的人之先．
1Ts 4:16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
音、又有 神的号吹响．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1Ts 4:17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
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
要和主永远同在。
1Ts 4:18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
劝慰。

1Ts 5:5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
4:16
太 24:31
林前
15:52
启 11:15

5:1
太 24:3

5:2
太 24:36

5:3*
太 24:8
赛 13:8
弥 4:10

5:4
启 3:3

5:6
太 24:44
可 13:37
路 12:41

第五章
1Ts 5:1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

用写信给你们．
1Ts 5:2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
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
样。
1Ts 5:3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
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
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
逃脱。
1Ts 5:4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
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
样。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前) 1Ts 第五章

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
不是属幽暗的．
1Ts 5:6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
一样、总要儆醒谨守。
1Ts 5:7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1Ts 5:8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
当谨守、把信实和爱a当作护心
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
戴上。
1Ts 5:9 因为
神不是预定我们受
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
稣基督得救．
1Ts 5:10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
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1Ts 5:11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
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1Ts 5:12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
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
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1Ts 5:13 又因他们所作的工、在爱
里b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
此和睦。
1Ts 5:14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
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
耐。
1Ts 5:15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
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1Ts 5:16 要常常喜乐．
1Ts 5:17 不住的祷告．
1Ts 5: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
a 1Ts 5:8 信实和爱 pivstew" kaiV ajgavph" 和合本
译作信和爱
b 1Ts 5:13 在爱里 ejn ajgavph/ 和合本译作用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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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
意。
1Ts 5:19 不要销灭圣灵的感动．
1Ts 5:20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1Ts 5:21 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
持守。
1Ts 5:22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
1Ts 5:23 愿赐平安的
神、亲自使
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
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
可指摘。
1Ts 5:24 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1Ts 5:25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1Ts 5:26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
洁。
1Ts 5:27 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
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1Ts 5:28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
你们同在。

His Faith

5:24
约一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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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s 1:10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

2Ts

第一章
2Ts 1: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

1:7

给帖撒罗尼迦在 神我们的父 太 25:31
1:12
与主耶稣基督里的会众．
林后 1:20
2Ts 1:2 愿恩惠平安、从父
神和主
2:3
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太 24:4
2Ts 1:3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
2:4*
感谢 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 林前 3:16
林前 6:19
们的信实a格外增长、并且你们 林后 6:16
众人彼此合一的爱也都充足b．
2Ts 1:4 甚至我们在
神的各会众
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
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
和信实c．
2Ts 1:5 这正是
神公义判断的明
证．叫你们可算配得 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2Ts 1:6 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
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2Ts 1:7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
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
焰中显现、
2Ts 1:8 要报应那不认识
神、和那
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2Ts 1:9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
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
a 2Ts 1:3 你们的信实 hJ pivsti" uJmw'n 和合本译
作你们的信心
b 2Ts 1:3 你们... pleonavzei hJ ajgavph eJnoV" eJkavstou pavntwn uJmw'n eij" ajllhvlou", 和合本译作
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c 2Ts 1:4 忍耐和信实 th'" uJpomonh'" uJmw'n kaiV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忍耐和信心

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后) 2Ts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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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
身上显为希奇的那日子．（我们
对你们作的见证、你们也信
了d。）
2Ts 1:11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 神看你们配得过所
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一切良善
的美意、和信实的工e．
2Ts 1:12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
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
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 神并主
耶稣基督的恩。

第二章
2Ts 2:1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

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2Ts 2:2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
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
子现在到了、〔现在或作就〕不要
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2Ts 2:3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
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
前、必有背离真道f的事．并有那
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
来．
2Ts 2:4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
过一切称为 神的、和一切受人
d 2Ts 1:10 我们... o{ti ejpisteuvqh toV martuvrion
hJmw'n ejf= uJma'", 原文作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使
你们信了
e 2Ts 1:11 愿我们... i{na uJma'" ajxiwvsh/ th'" klhvsew" oJ qeoV" hJmw'n kaiV plhrwvsh/ pa'san eujdokivan ajgaqwsuvnh" kaiV e[rgon pivstew" ejn
dunavmei, 和合本译作愿我们的 神看你们配得
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
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f 2Ts 2:3 背离真道 hJ ajpostasiva 和合本译作离道
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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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的．甚至坐在 神的殿 里、
自称是 神。
2:4*
2Ts 2:5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
林前 3:16
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 林前 6:19
林后 6:16
么。
2:8
2Ts 2:6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 赛 11:4
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2:9
太 24:24
才可以显露．
启 13:13
2Ts 2:7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
2:11
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 结 14:4
民 22:20
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2Ts 2:8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 2:12
但 7:25
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 但 8:14
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3:1
太 6:10
2Ts 2:9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 太 9:38
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 3:6
太 18:17
切虚假的奇事、
林前 5:9
2Ts 2:10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约二 1: 10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
不领受真理的爱、使他们得救a。
2Ts 2:11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
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
谎．
2Ts 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
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2Ts 2:13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
本该常为你们感谢 神．因为他
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在真
理的信实和圣灵的圣洁里得
救b。
2Ts 2:14 神藉我们所传的福音、召
a 2Ts 2:10 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爱、使他们得救
ajnq= w|n thVn ajgavphn th'" ajlhqeiva" oujk ejdevxanto eij" toV swqh'nai aujtouv". 和合本译作因
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b 2Ts 2:13 叫你们... eij" swthrivan ejn aJgiasmw'/
pneuvmato" kaiV pivstei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
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
得救

His Faith

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荣光。
2Ts 2:15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
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
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
坚守。
2Ts 2:16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
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
神、
2Ts 2:17 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
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第三章
2Ts 3:1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

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
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
中间一样．
2Ts 3:2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
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实c。
2Ts 3:3 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
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或作
脱离凶恶〕
2Ts 3:4 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

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
遵行。
2Ts 3:5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进入
神的爱中和基督的忍耐里d。
2Ts 3:6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
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
训、就当远离他。
2Ts 3:7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
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
c 2Ts 3:2 信实 hJ pivsti". 和合本译作信心
d 2Ts 3:5 进入... eij" thVn ajgavphn tou' qeou' kaiV
eij" thVn uJpomonhVn tou' Cristou'. 和合本译作
叫你们爱 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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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3:8
2Ts 3:8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
帖前 2:9
苦劳碌、昼夜作工、免得叫你们 林前 9:18
一人受累。
2Ts 3:9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
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
法我们。
2Ts 3:10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
工、就不可吃饭。
2Ts 3:11 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
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
作、反倒专管闲事。
2Ts 3:12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
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作工、吃
自己的饭。
2Ts 3:13 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
志。
2Ts 3:14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
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觉羞愧。
2Ts 3:15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
他如弟兄。
2Ts 3:16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
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
众人同在。
2Ts 3:17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
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
是这样。
2Ts 3:18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后) 2Ts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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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Ti

第一章
1Ti 1:1 奉我们救主

神、和我们的
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
1Ti 1:2 写信给那在信实里作我真
儿子的提摩太a．愿恩惠怜悯平
安、从父 神和我们主基督耶
稣、归与你。
1Ti 1:3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
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
人、不可传异教、
1Ti 1:4 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
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
辩论、并不彰显 神在信实里的
安排b。
1Ti 1:5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
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知*、
无伪的信实、生出来的c。
1Ti 1:6 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
的话．
1Ti 1:7 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
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1Ti 1:8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
要人用得合宜．
1Ti 1:9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
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

1:5
太 7:12
太 22:40
加 5:14
罗 13:8
罗 10:4

1:5*
良知或感
知:
suneidhvsew"
和合本译
作良心

1:9
罗 3:20

a 1Ti 1:2 在信实... Timoqevw/ gnhsivw/ tevknw/ ejn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b 1Ti 1:4 并不... parevcousin ma'llon h] oijkonomivan qeou' thVn ejn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并不发明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c 1Ti 1:5 但命令... toV deV tevlo" th'"
paraggeliva" ejstiVn ajgavph ejk kaqara'" kardiva" kaiV suneidhvsew" ajgaqh'" kaiV pivstew"
ajnupokrivtou, 和合本译作但命令的总归就是
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
信心、生出来的

His Faith

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
的、弑父母和杀人的、
1Ti 1:10 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
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
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1Ti 1:11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
神交
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1Ti 1:12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
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为信实
的、派我服事他d。
1Ti 1:13 我从前是亵渎
神的、逼
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
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
候而作的。
1Ti 1:14 并且我主的恩惠与在基督
耶稣里的信实和慈爱是格外地
丰盛满溢e。
1Ti 1:15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
罪人．这话是信实的f、是十分可
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1Ti 1:16 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
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
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
生的人作榜样。
1Ti 1:17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
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
的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Ti 1:18 我儿提摩太阿、我照从前
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
d 1Ti 1:12 因他... o{ti pistovn me hJghvsato qevmeno" eij" diakonivan 和合本译作因他以我有忠
心、派我服事他
e 1Ti 1:14 并且... uJperepleovnasen deV hJ cavri"
tou' kurivou hJmw'n metaV pivstew" kaiV ajgavph"
th'" ejn Cristw'/ Ij hsou'. 和合本译作并且我主
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
爱心
f 1Ti 1:15 这话是信实的 pistoV" oJ lovgo" 和合本
译作这话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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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
1Ti 1:19 常存信实、和无亏的良知
*
．有人丢弃这些、就在信实上如
同船破坏了一般a。
1Ti 1:20 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力山
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但、使
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渎了。

第二章

1:19*
良知或感
知:
suneivdhsin
和合本译
作良心

1:20
林前 5:5

2:12
林前
14:34

1Ti 2: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2:15*

祷告、代求、祝谢．
1Ti 2:2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
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
安无事的度日。
1Ti 2:3 这是好的、在
神我们救主
面前可蒙悦纳。
1Ti 2:4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
道b．
1Ti 2:5 因为只有一位
神、在 神
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
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1Ti 2:6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
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1Ti 2:7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
使徒、在真理和信实里作外邦人
的师傅c。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
谎言。
1Ti 2:8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
〔争论或作疑惑〕举起圣洁的手、

太 24:8
帖前 5:3
赛 13:8

第三章
1Ti 3:1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

是羡慕善工．这话是信实的e．
1Ti 3:2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
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
于教导．
1Ti 3: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
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1Ti 3: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
凡事端庄顺服。〔或作端端庄庄的
使儿女顺服〕

a 1Ti 1:19 常存... e[cwn pivstin kaiV ajgaqhVn
suneivdhsin, h{n tine" ajpwsavmenoi periV thVn
pivstin ejnauavghsan, 和合本译作常存信心、和
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
破坏了一般
b 1Ti 2:4 明白真道 kaiV eij" ejpivgnwsin ajlhqeiva"
ejlqei'n. 原文作进入真理的知识
c 1Ti 2:7 在真理... didavskalo" ejqnw'n ejn pivstei
kaiV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作外邦人的师傅、教
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

提摩太前书 (提前) 1Ti 第三章

随处祷告。
1Ti 2:9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
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
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
饰．
1Ti 2:10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
是敬 神的女人相宜。
1Ti 2:11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
顺服。
1Ti 2:12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
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1Ti 2:13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
的是夏娃。
1Ti 2:14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
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1Ti 2:15 然而女人若常在信实和爱
里d、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
上得救。

1Ti 3: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

神的会众呢。

d 1Ti 2:15 若常在信实和爱里 ejaVn meivnwsin ejn
pivstei kaiV ajgavph// 和合本译作若常存信心爱心
e 1Ti 3:1 这话是信实的 PistoV" oJ lovgo". 和合本
译作这话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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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Ti 3:6 初生的新人

不可作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
受的刑罚里。
b
1Ti 3:7 监督也必须在外人中 有好
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
的网罗里。
1Ti 3:8 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
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
贪不义之财．
*
1Ti 3:9 要存清洁的良知 、固守信
实的奥秘c。
1Ti 3:10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
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
事。
d
1Ti 3:11 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 、必
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在
凡事上是信实的e。
1Ti 3:12 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
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1Ti 3:13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
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
稣里的信实上f大有胆量。
1Ti 3:14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
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1Ti 3: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
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 神的会众、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1Ti 3: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

3:9

奥秘:
但 2:18
但 4:9
摩 3:7
弗 3:3
*良知或 1Ti 4:1
感知:
suneidhvsei.
和合本译
作良心

第四章

4:2*
良知或感
知,和合本
译作良心

4:4
林前
10:27

4:8
约 6:63
太 6:33
徒 3:19
今生:
诗 17:14
路 8:14
路 21:34
林前 6:3
林前
15:19
约一 2:16

f 1Ti 3:6 初生的新人 neovfuton, 和合本译作初入
教的
b 1Ti 3:7 外人中 tw'n e[xwqen 和合本译作教外
c 1Ti 3:9 要存... e[conta" toV musthvrion th'"
pivstew" ejn kaqara'/ suneidhvsei. 和合本译作要
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d 1Ti 3:11 他们的妻子... Gunai'ka" wJsauvtw" 和
合本译作女执事〔原文作女人〕也是如此
e 1Ti 3:11 在凡事上是信实的 pistaV" ejn pa'sin.
和合本译作凡事忠心
f 1Ti 3:13 在基督... ejn pivstei th'/ ejn Cristw'/ jIhsou'. 和合本译作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

His Faith

以为然．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或作在灵性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
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信实g、听从那引诱
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1Ti 4:2 这些道理是出于说谎之人
的假冒．这等人的良知*、如同被
热铁烙惯了一般。
1Ti 4:3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
物、〔或作又叫人戒荤〕就是
神所造叫那有信实h而明白真道
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1Ti 4:4 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
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
可弃的．
1Ti 4:5 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洁了。
1Ti 4:6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实
的话语i、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
道上、得了教育。
1Ti 4:7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
自己。
1Ti 4:8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
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
和来生的应许．
g 1Ti 4:1 必有人离弃信实 ajposthvsontaiv tine"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必有人离弃真道
h 1Ti 4:3 那有信实 toi'" pistoi'" 和合本译作那
信
i 1Ti 4:6 信实的话语 toi'" lovgoi"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真道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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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Ti 4:9 这话是信实的 、是十分可

佩服的。
1Ti 4:10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 神．
他是所有特别是有信实之人的
救主b。
1Ti 4:11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
教导人。
1Ti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
要在言语、行为、爱、信实c、清洁
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1Ti 4:13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
念、直等到我来。
1Ti 4:14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
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1Ti 4:15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并
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
进来。
1Ti 4: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
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
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
的人。

4:14
来 6:2

第五章
1Ti 5:1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

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1Ti 5:2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
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
的。
1Ti 5:3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1Ti 5:4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
a 1Ti 4:9 这话是信实的 pistoV" oJ lovgo" 和合本
译作这话是可信的
b 1Ti 4:10 他是... o{" ejstin swthVr pavntwn ajnqrwvpwn mavlista pistw'n. 和合本译作他是万人的
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c 1Ti 4:12 爱、信实 ejn ajgavph/, ejn pivstei, 和合本
译作爱心、信心

提摩太前书 (提前) 1Ti 第五章

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
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 神
面前是可悦纳的。
1Ti 5:5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
仰赖 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
告。
1Ti 5:6 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
的时候、也是死的。
1Ti 5:7 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
们无可指责。
1Ti 5:8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
信实d、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
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1Ti 5:9 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
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
妻子、
1Ti 5:10 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
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
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
善事。
1Ti 5:11 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
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
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
1Ti 5:12 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
当初所许的愿．
1Ti 5:13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挨
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
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
话。
1Ti 5:14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
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
敌人辱骂的把柄．
1Ti 5:15 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但
的。
e
1Ti 5:16 若信徒家中有寡妇 、自己
d 1Ti 5:8 信实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真道
e 1Ti 5:16 若信徒家中有寡妇(信徒或作有信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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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会众、
好使会众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
寡妇。
1Ti 5:17 那善于管理会众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
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1Ti 5:18 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
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
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
当的。’
1Ti 5:19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
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1Ti 5:20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
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
怕。
1Ti 5:21 我在
神和基督耶稣并蒙
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
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
可有偏心。
1Ti 5:22 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
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
保守自己清洁。
1Ti 5:23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
酒。
1Ti 5:24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
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
随后跟了去的。
1Ti 5:25 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
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1Ti 6:2 你们作仆人的有信实的主

5:18
林前 9:9
申 25:4
利 19:13
路 10:7

6:7
伯 1:21
传 5:15

6:9
太 19:23

6:10
弗 5:5

a 1Ti 6:2 你们作仆人的有... oiJ deV pistouV" e[conte" despovta" mhV katafroneivtwsan, o{ti
ajdelfoiv eijsin, ajllaV ma'llon douleuevtwsan,
o{ti pistoiv eijsin kaiV ajgaphtoiV oiJ th'" eujergesiva" ajntilambanovmenoi. 和合本译作仆人有信
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
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
的
b 1Ti 6:4 亵渎或作诸般的亵渎 blasfhmivai, 和合
本译作毁谤
c 1Ti 6:10 信实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真道

第六章
1Ti 6:1 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

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
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人)、 ei[ ti" pisthV e[cei chvra", 和合本译作信
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

His Faith

人、不可轻看他们、因为他们是
你们的弟兄．更要加意地服事他
们．因为得你们服事之益处的
人、是信实蒙爱的人a。你要以此
教训人、劝勉人。
1Ti 6:3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
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
敬虔的道理．
1Ti 6:4 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争辩言词、从此就生
出嫉妒、分争、亵渎b、妄疑、
1Ti 6:5 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
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
门路．
1Ti 6: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
是大利了．
1Ti 6:7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
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1Ti 6: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1Ti 6:9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
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
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
灭亡中。
1Ti 6:10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
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信实c、用
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1Ti 6:11 但你这属
神的人、要逃
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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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爱a、忍耐、温柔。
b
1Ti 6:12 你要为信实 打那美好的
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
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
美好的见证。
1Ti 6:13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
神面
前、并在向本丢彼拉多作过那美
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
1Ti 6:14 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
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显现．
1Ti 6:15 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
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Ti 6:16 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
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
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
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
能、都归给他。阿们。
1Ti 6:17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
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
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
我们享受的 神。
1Ti 6: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
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
人、〔供给或作体贴〕
1Ti 6:19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
生命。
1Ti 6:20 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托
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
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1Ti 6:21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
就偏离了信实c。愿恩惠常与你

们同在。
6:15
申 10:17
诗 136:3
启 17:14
启 19:16

6:17
箴 23:4
太 6:19
来 13:5
雅 5:1

6:18
太 19:21

a 1Ti 6:11 信实、爱 pivstin, ajgavphn 和合本译作信
心、爱心
b 1Ti 6:12 信实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真道
c 1Ti 6:21 信实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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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后) 2Ti

第一章
2Ti 1:1 奉

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
稣里生命的应许、作基督耶稣使
徒的保罗、
2Ti 1:2 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
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 神
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2Ti 1:3 我感谢
神、就是我接续祖
先、用清洁的良知*所事奉的
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
你、
2Ti 1:4 记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
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
2Ti 1:5 想到在你里面无伪的信实．
这信实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
你母亲友尼基里面的．我深信也
在你的里面a。
2Ti 1:6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
神
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
挑旺起来。
2Ti 1:7 因为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
怯的灵、乃是刚强、爱和谨守的
灵b。
2Ti 1:8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
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
的为耻．总要按 神的能力、与

1:2
林后 6:18
启 21:7

1:3
约 8:58
*良知或
感知:
suneidhvsei
和合本译
作良心

1:5
约 1:13

1:9
弗 1:4
弗 3:11

1:10
太 26:28
罗 3:26

a 2Ti 1:5 想到... uJpovmnhsin labwVn th'" ejn soiV
ajnupokrivtou pivstew", h{ti" ejnwv/khsen prw'ton
ejn th'/ mavmmh/ sou Lwi?di kaiV th'/ mhtriv sou Eun
j ivkh/, pevpeismai deV o{ti kaiV ejn soiv. 和合本译
作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
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
心里
b 2Ti 1:7 因为... ouj gaVr e[dwken hJmi'n oJ qeoV"
pneu'ma deiliva" ajllaV dunavmew" kaiV ajgavph"
kaiV swfronismou'. 和合本译作因为 神赐给我
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His Faith

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2Ti 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
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
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
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
的．
2Ti 1:10 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
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
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
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2Ti 1:11 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
的、作使徒、作师傅。
2Ti 1:12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
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托我
的〕直到那日。
2Ti 1:13 你在基督耶稣的信实和爱
里、从我所听到纯正的话语、你
要常常守着作为模范c。
2Ti 1:14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
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着。
2Ti 1:15 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
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
路和黑摩其尼。
2Ti 1:16 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的
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
的锁链为耻．
2Ti 1:17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
的找我、并且找着了。
2Ti 1:18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
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事
c 2Ti 1:13 你在... JUpotuvpwsin e[ce uJgiainovntwn
lovgwn w|n par= ejmou' h[kousa" ejn pivstei kaiV
ajgavph/ th'/ ejn Cristw'/ Ij hsou': 和合本译作你从
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
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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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第二章
2Ti 2:1 我儿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

恩典里被刚强起来a。
2Ti 2:2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
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信实b
能教导别人的人。
2Ti 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
督耶稣的精兵。
2Ti 2:4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
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
悦。
2Ti 2:5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
矩、就不能得冠冕。
2Ti 2:6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
食。
2Ti 2:7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
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2Ti 2:8 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
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
乎我所传的福音。
2Ti 2:9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
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 神的
道、却不被捆绑。
2Ti 2:10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
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c
2Ti 2:11 有信实的话说 、我们若与
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2Ti 2:12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
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

2:1
书 1:9

2:17
启 16:2
太 16:6

2:18
林前
15:12

2:19
太 7:23
*约 6:37

a 2Ti 2:1 我儿... SuV ou\n, tevknon mou, ejndunamou'
ejn th'/ cavriti th'/ ejn Cristw'/ jIhsou', 和合本译
作我儿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b 2Ti 2:2 信实…的人. pistoi'" ajnqrwvpoi", 和合
本译作忠心…的人.
c 2Ti 2:11 有信实的话说 pistoV" oJ lovgo": 和合
本译作有可信的话说

提摩太后书 (提后) 2Ti 第二章

必不认我们．
2Ti 2:13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信
实的d．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2Ti 2:14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
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
坏听见的人。
2Ti 2:15 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
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
2Ti 2:16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
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
步．
2Ti 2:17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
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
2Ti 2:18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
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
实e。
2Ti 2:19 然而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
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
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
人、总要离开不义。
2Ti 2:20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
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
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2Ti 2:21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2Ti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
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
实、爱f、和平。
2Ti 2:23 惟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
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
d 2Ti 2:13 信实的 pistoV" 和合本译作可信的
e 2Ti 2:18 好些人的信实 thvn tinwn pivstin 和合
本译作好些人的信心
f 2Ti 2:22 信实、爱 pivstin ajgavphn 和合本译作信
德、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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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争竞的。
2Ti 2:24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
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
导、存心忍耐*、
2Ti 2:25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 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
明白真道．
2Ti 2:26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
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
罗。

第三章
2Ti 3:1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

日子来到。
2Ti 3:2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
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
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2Ti 3:3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
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
良善、
2Ti 3:4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
自大、爱宴乐不爱 神．
2Ti 3:5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
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2Ti 3:6 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
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
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2Ti 3:7 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
道。
2Ti 3:8 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挡
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在信实a上是
可废弃的。
2Ti 3:9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
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
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2Ti 3:10 但你已完全明白并跟从了

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实、宽
容、爱、忍耐b、
2Ti 3:11 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
2:24*:
ajnexivkak 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on:忍受错
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
误
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
3:5
了。
太 7:15
诗 18:23
2Ti 3:12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
3:6
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
太 23:14
迫。
3:8
*出 7:11 2Ti 3:13 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
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
3:12
太 11:12
哄。
太 16:24
路 16:16 2Ti 3:14 但你要常在你所学习的
、
路 21:16
-17
所确信的事里．因为你知道是跟
谁学的c．
3:16
彼后 1:21
2Ti 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
3:17
经．这圣经能使你藉着在基督耶
弗 2:10
稣里的信实d有得救的智慧。
4:1
神所默示的、
徒 10:42 2Ti 3:16 圣经都是
彼前 4:5
〔或作凡 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
义、都是有益的．
2Ti 3:17 叫属
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第四章
2Ti 4:1 我在

b 2Ti 3:10 但你... SuV deV parhkolouvqhsav" mou th'/
didaskaliva/, th'/ ajgwgh'/, th'/ proqevsei, th'/
pivstei, th'/ makroqumiva/, 和合本译作但你已经
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
忍耐
c 2Ti 3:14 但你... SuV deV mevne ejn oi|" e[maqe" kaiV
ejpistwvqh", eijdwV" paraV tivnwn e[maqe", 和合本
译作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
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d 2Ti 3:15 藉着... diaV pivstew" th'" ejn Cristw'/
Ij hsou'. 和合本译作因信基督耶稣

a 2Ti 3:8 信实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真道

His Faith

神面前、并在将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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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
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2Ti 4:2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
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
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
人、劝勉人。
2Ti 4:3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
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
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2Ti 4:4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
渺的言语。
2Ti 4:5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
难、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
分。
1
2Ti 4:6 我现在被浇奠 、我离世的
时候 2 到了。
2Ti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的信
实我已经守住了a．
2Ti 4:8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
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
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2Ti 4:9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2Ti 4:10 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
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
了．革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
挞马太去．
2Ti 4:11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
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
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传道

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
4:6
些皮卷。
腓 2:17
*
传 8:5
2Ti 4:14 铜匠亚力山大 多多的害
彼后 1: 14
帖前 5:1-4 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2Ti 4:15 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
4:8
雅 1:12
力敌挡了我们的话。
启 2:10
2Ti 4:16 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
4:10
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
西 4:14
门 1:24
归与他们。
多 1:4
2Ti 4:17 惟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
4:14
徒 19:33 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
4:15
约 18:37
约一 4:6 里被救出来。
2Ti 4:18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
4:16
太 10:18 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
徒 12:1
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
4:19
徒 18:18 们。
提后 1:16
2Ti 4:19 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
4:20
色弗一家的人安。
徒 19:22
徒 20:4
2Ti 4:20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徒 21:29
特罗非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
都。
2Ti 4:21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
这里来。有友布罗、布田、利奴、
革老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
2Ti 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
惠常与你们同在。
1
2

*

或作服事我〕
2Ti 4:12 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

所去。
2Ti 4:13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
a 2Ti 4:7 他的信实我已经守住了 thVn pivstin
tethvrhka: 和合本译作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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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Tit

第一章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
徒保罗、凭着 神选民的信实a、
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Tit 1:2 盼望那无谎言的
神、在万
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Tit 1:3 到了日期、藉着传扬的工
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
责任、是按着 神我们救主的命
令交托了我。
Tit 1:4 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
我们共同的信实b作我真儿子
的．愿恩惠平安、从父 神和我
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Tit 1:5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
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
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
设立长老．
Tit 1:6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作一
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实
的c、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
约束的、就可以设立。
Tit 1:7 监督既是
神的管家、必须
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
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
财、
Tit 1:8 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
公平、圣洁、自持．
d
Tit 1:9 坚守所教信实的道 、就能
Tit 1:1

1:11
太 23:14

1:12
徒 27:7

1:14
太 15:9

1:15*
良知或感
知:
hJ
suneivdhsi".
和合本译
作天良

2:2*:
不激动

第二章
Tit 2:1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

正的道理．
*
Tit 2:2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 、端
庄、自守、在信实、爱f、忍耐上、
都要纯全无疵。
Tit 2:3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
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

a Tit 1:1 凭着... kataV pivstin ejklektw'n qeou' 和
合本译作凭着 神选民的信心
b Tit 1:4 照着我们共同的信实 kataV koin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c Tit 1:6 信实的 pistav, 和合本译作信主的
d Tit 1:9 信实的道 pistou' lovgou, 和合本译作真

His Faith

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
辩的人驳倒了。
Tit 1:10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
的、更是这样。
Tit 1:11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
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
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
Tit 1:12 有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
先知说、‘革哩底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Tit 1:13 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
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
实上e纯全无疵．
Tit 1:14 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
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Tit 1:15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
净．连心地和良知*、也都污秽
了。
Tit 1:16 他们说是认识
神、行事
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
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
的。

实的道理
e Tit 1:13 在信实上 ejn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在
真道上
f Tit 2:2 信实爱 th'/ pivstei, th'/ ajgavph/, 和合本译
作信心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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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用善道教训人．
Tit 2:4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
爱儿女、
Tit 2:5 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
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被毁谤。
Tit 2:6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Tit 2:7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
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
Tit 2:8 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
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
是、便自觉羞愧。
Tit 2:9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
Tit 2:10 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
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 神
的道．
Tit 2:11 因为
神拯救的恩典、已
向众人显明出来a、
Tit 2:12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
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
守、公义、敬虔度日．
Tit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
至大的 神、和〔或作无和字〕我
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Tit 2:14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
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
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
善。
Tit 2:15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戒人、
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
看你。

第三章
3:6
箴 1:23
珥 2:28

a Tit 2:11 因为... jEpefavnh gaVr hJ cavri" tou'
qeou' swthvrio" pa'sin ajnqrwvpoi" 和合本译作
因为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提多书 (多) Tit 第三章

Tit 3:1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

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
Tit 3:2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
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Tit 3:3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
受迷惑、服事各样私欲和宴乐、
常存恶毒〔或作阴毒〕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Tit 3:4 但到了
神我们救主的恩
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
时候、
Tit 3:5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
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
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
新。
Tit 3:6 圣灵就是
神藉着耶稣基
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
上的．
Tit 3:7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
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
嗣。〔或作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
b
Tit 3:8 这话是信实的 、我也愿你
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
那些已信 神的人、留心作正经
事业。〔或作留心行善〕这都是美
事、并且与人有益。
Tit 3:9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
的空谈、以及分争、并因律法而
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
的。
Tit 3:10 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
两次、就要弃绝他．
b Tit 3:8 这话是信实的 PistoV" oJ lovgo": 和合本
译作这话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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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 3:11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

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
是去作。
Tit 3:12 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
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
紧往尼哥波立去见我．因为我已
经定意在那里过冬。
Tit 3:13 你要赶紧给律师西纳、和
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
Tit 3:14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
事业、〔或作要学习行善〕预备所
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
Tit 3:15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
安。请代问那些在信实里爱我们
的人安a。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
同在。

a Tit 3:15 请代问那些在信实里爱我们的人安
a[spasai touV" filou'nta" hJma'" ejn pivstei. 和
合本译作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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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门书

(门) Phm

第一章
Phm 1:1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

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
爱的同工腓利门、
Phm 1:2 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
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
会众．
Phm 1:3 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
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
Phm 1:4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
为你感谢我的 神．
Phm 1:5 因听说你对众圣徒有向主
耶稣的爱和信实a
Phm 1:6 愿你与人分享信实显出功
效、使人知道在你们里面的各样
善事都是基督作的。b
c
Phm 1:7 兄弟阿、我为你的爱 、大
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
心从你得了畅快。
Phm 1:8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
咐你合宜的事．
Phm 1:9 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
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

1:6
帖后 1:11
加 2:20

1:9
弗 3:1

1:10
西 4:9

a Phm 1:5 因听... ajkouvwn sou thVn ajgavphn kaiV
thVn pivstin, h}n e[cei" proV" toVn kuvrion Ij hsou'n kaiV eij" pavnta" touV" aJgivou", 和合本译
作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
信心．〔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
心有信心〕
b Phm 1:6 愿你... o{pw" hJ koinwniva th'" pivstewv"
sou ejnerghV" gevnhtai ejn ejpignwvsei pantoV" ajgaqou' tou' ejn hJmi'n eij" Cristovn. 和合本译作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
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作的。
c Phm 1:7 你的爱 th'/ ajgavph/ sou, 和合本译作你
的爱心

腓利门书 (门) Phm 第一章

的、宁可凭着爱d求你．
Phm 1:10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
儿子阿尼西母〔此名就是有益处的
意思〕求你．
Phm 1:11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
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Phm 1:12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
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Phm 1:13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
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
候我。
Phm 1:14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
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
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Phm 1:15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
你永远得着他。
Phm 1:16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
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
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
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Phm 1:17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
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Phm 1:18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
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Phm 1:19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
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
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Phm 1:20 兄弟阿、望你使我在主里
因你得快乐．〔或作益处〕并望你
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Phm 1:21 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
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
所说的。
Phm 1:22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
处、因为我盼望藉着你们的祷
d Phm 1:9 凭着爱 diaV thVn ajgavphn 和合本译作
凭着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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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Phm 1:23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
以巴弗问你安。
Phm 1:24 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
古、底马、路加、也都问你安。
Phm 1:25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的灵同在a。阿们。

a Phm 1:25 常与你们的灵同在 metaV tou' pneuvmato" uJmw'n. 和合本译作常在你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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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的．

(来) Heb

第一章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a
Heb 1:2 就在这末日 、藉着他儿子
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
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
Heb 1:3 他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
辉、是 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
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
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
边．
Heb 1: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
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Heb 1:5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
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
今日生你。’1 又指着那一个
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2
Heb 1:6 再者、 神使长子到世上
来的时候、〔或作 神再使长子到
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
者都要拜他。’
Heb 1:7 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
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Heb 1:8 论到子却说、‘
神阿、你
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
是正直的。
Heb 1:9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
以 神、就是你的 神、用喜乐
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Heb 1:10 又说、‘主阿、你起初立
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
Heb 1:1

1:2

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
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
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
尽。’
Heb 1:13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
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Heb 1: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
效力么。

承受万有:
．
创 1:28
创 9:1-2 Heb 1:12
诸世界:
、
创 1:1-2
启 21:1-5

1:2-3
万有:
诗 103:19
耶 10:16
约 3:35
徒 10:36
罗 9:5
罗 11:36
林前 3:21
弗 1:22
西 1:16

1:5
诗 2:7
撒下 7:
14

第二章

1:7

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Heb 2:2 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
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
了该受的报应．
Heb 2:3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
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
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
我们证实了．
Heb 2: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
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
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
Heb 2:5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Heb 2:6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
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人子b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Heb 2: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
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
的都派他管理．

1
2

诗 104:4

1:9
诗 45:7
赛 61:3

1:10-12
诗 102:
25-27

1:13
诗 110:1

1:14
太 4:11
太 18:10

2:4*:
分赐:
林前
12:11

2:5*
太 12:32
弗 1:21

2:6-8
诗 8:4-8

2:8*
耶 17:9
林前 9:27

a Heb 1:2 末日 ejscavtou tw'n hJmerw'n 和合本译作
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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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2:1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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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2:8 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

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
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
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Heb 2:9 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
点的耶稣、〔或作惟独见耶稣暂时
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
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
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Heb 2:10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
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
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
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Heb 2:11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
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
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Heb 2:12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
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
你。’
Heb 2:13 又说、‘我要倚赖
他。’又说、‘看哪、我与 神
所给我的儿女。’
Heb 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
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
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
鬼．
Heb 2:15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
Heb 2:16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
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Heb 2:17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
相同、为要在 神的事上、成为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
献上挽回祭。
Heb 2:18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
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His Faith

第三章
Heb 3:1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阿、

2:9
诗 8:5

2:12
诗 22:22

2:13
赛 12:2
赛 8:18

2:14
罗 8:3

3:7-11
诗 95:711;
*他们...:
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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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Heb 3:2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
同摩西在 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Heb 3:3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
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
荣。
Heb 3:4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 神。
Heb 3:5 摩西为仆人、在
神的全
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
说的事．
Heb 3:6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
神
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
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Heb 3:7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
若听他的话、
Heb 3:8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
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Heb 3:9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
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
十年之久。
Heb 3:10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
得我的作为．
Heb 3: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
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Heb 3:12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
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
恶心、把永生 神离弃了．
Heb 3:13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
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
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希伯来书 (来) Heb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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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3:14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

心a、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
了。
Heb 3:15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
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
发怒的日子一样。’
Heb 3:16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
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
出来的众人么。
Heb 3: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
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尸首倒在旷
野的人么。
Heb 3:18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
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
信从的人么。
Heb 3:19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
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4:4
出 20:11
约 5:17

4:7
诗 95:7

4:11*:
不顺服

第四章
Heb 4:1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

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
中间、〔我们原文作你们〕或有人
似乎是赶不上了。
Heb 4:2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
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
实b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Heb 4:3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
以进入那安息、正如 神所
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
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
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Heb 4:4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
说、‘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
a Heb 3:14 起初...的信心 thVn ajrchVn th'" uJpostavsew"
b Heb 4:2 信实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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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工。’
Heb 4:5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
可进入我的安息。’
Heb 4:6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
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
得进去．
Heb 4:7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
的书上、又限定一日、称为今
日c、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
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
心。’
Heb 4:8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
安息、后来 神就不再提别的日
子了。
Heb 4:9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
日的安息、为 神的子民存留。
Heb 4:10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
歇了自己的工、正如 神歇了他
的工一样。
Heb 4:11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
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
样子跌倒了。
Heb 4:12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
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
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Heb 4:13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
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
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
赤露敞开的。
Heb 4:14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
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 神的
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
道。
c Heb 4:7 称为今日 shvmeron, 和合本省略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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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4:15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

Heb 5:10 并蒙

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
没有犯罪。
Heb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
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第五章
Heb 5:1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5:5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 神的事、为
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

5:6

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

5:7

Heb 5:2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

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
所困．
Heb 5:3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
献祭赎罪。
Heb 5:4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
自取、惟要蒙 神所召、像亚伦
一样。
Heb 5:5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
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
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
你。’的那一位．
Heb 5:6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
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Heb 5:7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
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
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
应允。
Heb 5:8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
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Heb 5:9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
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
源．
His Faith

诗 2:7

诗 110:4

太 26:39
太 27:46

神照着麦基洗德的
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Heb 5:11 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
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
听不进去。
Heb 5:12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
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 神圣
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
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
的人。
Heb 5: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
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
Heb 5:14 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
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
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第六章
Heb 6:1 所以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

开端、我们将要被带到完全的地
步a．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
死行、信靠 神b、
Heb 6:2 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
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
训。
Heb 6:3 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
行。
Heb 6:4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
分、
Heb 6:5 并尝过
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Heb 6:6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
a Heb 6:1 所以... DioV ajfevnte" toVn th'" ajrch'"
tou' Cristou' lovgon ejpiV thVn teleiovthta ferwvmeqa, 和合本译作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
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b Heb 6:1 信靠 神 pivstew" ejpiV qeovn,或作对神信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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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
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
辱他。
Heb 6:7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
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
人用、就从 神得福．
Heb 6:8 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
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Heb 6:9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
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
这些、而且近乎得救。
Heb 6:10 因为
神并非不公义、竟
忘记你们所作的工、和你们为他
名所显的爱、就是先前伺候圣
徒、如今还是伺候。
Heb 6:11 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
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
望、一直到底。
Heb 6:12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
些凭信实和忍耐承受应许的
人a。
Heb 6:13 当初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
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
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
说、
Heb 6:14‘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
来。’
Heb 6:15 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
耐、就得了应许。b
Heb 6:16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
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

6:10
太 10:42
太 25:40
可 9:41

6:14
创 22:17

6:15
来 11:13
来 11:33
来 11:39

6:17*:
为证:立自
己为中保

6:18

第七章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 神的祭司、本是长远
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
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
祝福。
Heb 7:2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
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
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
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Heb 7:3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
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 神
的儿子相似。
Heb 7:4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
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
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
呢。
Heb 7:5 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
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
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
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身原文
作腰〕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撒下 22:3 Heb 7:1

7:1
创 14:18
诗 110:4
来 5:6

a Heb 6:12 总要... mimhtaiV deV tw'n diaV pivstew"
kaiV makroqumiva" klhronomouvntwn taV" ej paggeliva". 和合本译作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
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b Heb 6:15 就得了应许。 ejpevtucen th'" ejpaggeliva". 和合本译作就得了所应许的。

希伯来书 (来) Heb 第七章

样的争论。
Heb 6:17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
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
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
Heb 6:18 藉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
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
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Heb 6:19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
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
内。
Heb 6:20 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
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
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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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7:6 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

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
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
福。
Heb 7:7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
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
Heb 7:8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
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
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活
的。
Heb 7:9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
的利未、也是藉着亚伯拉罕纳了
十分之一．
Heb 7:10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
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
身中。〔身原文作腰〕
Heb 7:11 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
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藉这职任能
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
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
伦的等次呢。
Heb 7:12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
法也必须更改。
Heb 7:13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
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
人伺候祭坛。
Heb 7:14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
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
到祭司。
Heb 7:15 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
是显而易见的了．
Heb 7:16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
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
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坏〕
Heb 7:17 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
His Faith

7:17
诗 110:4

7:21
诗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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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Heb 7:18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
益、所以废掉了．
Heb 7:19（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
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
们便可以进到 神面前。
Heb 7:20 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
是不起誓立的。
Heb 7:21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
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
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
誓决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
司。’
Heb 7: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
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Heb 7:23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
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
久．
Heb 7:24 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
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Heb 7:25 凡靠着他进到
神面前的
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
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Heb 7:26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
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
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Heb 7: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
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
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
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Heb 7:28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
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
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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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Heb 8:1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

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
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
右边、
Heb 8:2 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作
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
人所支的。
Heb 8:3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
8:5
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 出 25:40
8:8-9
必须有所献的。
耶 31:31
Heb 8:4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
-32
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 8:10-12
耶 31:33
祭司。
耶 31:34
林后 3:3
Heb 8:5 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
出 31:18
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
*
造帐幕的时候、蒙 神警戒他、 9:9
良知或感
知:
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
suneivdh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 sin
和合本译
作良心
式。’
Heb 8:6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
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
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
的。
Heb 8:7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
处寻求后约了。
Heb 8:8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日
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
大家、另立新约．
Heb 8:9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
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
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
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
说的。’
Heb 8:10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
希伯来书 (来) Heb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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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
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
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
们的 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Heb 8:11 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
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
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
大的、都必认识我。
Heb 8:12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
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Heb 8:13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
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
无有了。

第九章
Heb 9:1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幕。
Heb 9:2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
层叫作圣所．里面有灯台、桌
子、和陈设饼。
Heb 9:3 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
幕、叫作至圣所．
Heb 9:4 有金香炉、〔炉或作坛〕有
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
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
约版．
Heb 9:5 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
罩着施恩座．〔施恩原文作蔽罪〕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Heb 9:6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
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
行拜 神的礼．
Heb 9:7 至于第二层帐幕、惟有大
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
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
上．
Heb 9:8 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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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
还未显明．
Heb 9:9 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
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
着良知*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
得以完全．
Heb 9:10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
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
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Heb 9:11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
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
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Heb 9:12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
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
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Heb 9:13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
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Heb 9:14 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 神、他的
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知*除
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
生 神么。
Heb 9:15 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
既然受死赎了人依前约之律所
犯的罪过a、便叫蒙召之人得着
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Heb 9:16 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
命的人死了．〔遗命原文与约字

Heb 9:18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

的。
Heb 9:19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

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
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
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
姓身上、说、
9:14*
良知或感 Heb 9:20‘这血就是
神与你们立
知:
thVn
约的凭据。’
suneivdhsin
Heb 9:21 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
和合本译
和各样器皿上。
作心
Heb 9:22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
9:20
出 24:8
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
不得赦免了。
9:22
利 17:11
太 26:28 Heb 9:23 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
9:28
太 26:28 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
、
担当罪孽:
出 28:38 去洁净。
利 5:1
Heb 9:24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
利 5:17
利 7:18
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
利 10:17
利 16:22 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
民 14:33
神面前．
赛 53:11 我们显在
结 4:4-6
Heb 9:25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
进入圣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
*

自己的血〕
Heb 9:26 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

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
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
祭、好除掉罪。
Heb 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
死、死后且有审判．
Heb 9:28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
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
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
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同〕
Heb 9:17 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

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
有用处么。
a Heb 9:15 赎了... eij" ajpoluvtrwsin tw'n ejpiV th'/
prwvth/ diaqhvkh/ parabavsewn 和合本译作赎了
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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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Heb 10:1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

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
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
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Heb 10:2 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
已止住了么．因为礼拜的人、良
知*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
了。
Heb 10:3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
起罪来。
Heb 10:4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
不能除罪。
Heb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
候、就说、‘ 神阿、祭物和礼
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
了身体．
Heb 10:6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
的．
Heb 10:7 那时我说、
神阿、我来
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
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Heb 10:8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
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
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
法献的）
Heb 10:9 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
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
的、为要立定在后的。
Heb 10:10 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
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
成圣。
Heb 10:11 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
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
物永不能除罪。
Heb 10:12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
希伯来书 (来) Heb 第十章

10:2*
良知或感
知:
suneivdhsin
和合本译
作良心

10:5-7
诗 40:6-8

10:6-7
弥 6:7-8
箴 21:3
何 6:6

10:16
耶 31:33
耶 31:34

10:20*
约 14:6

10:22
*良知的
亏欠或作
邪恶的感
知:
suneidhvsew"
ponhra'"
和合本译
作天良的
亏欠
&

赎罪祭、就在 神的右边坐下
了．
Heb 10:13 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
的脚凳。
Heb 10:14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
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Heb 10:15 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
为他既已说过、
Heb 10:16‘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
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
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Heb 10:17 以后就说、‘我不再记念
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
Heb 10:18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
用再为罪献祭了。
Heb 10: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
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Heb 10:20 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
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
这就是他的身体．a
Heb 10: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
Heb 10:22 并且我们的心既已蒙宝
血所洒、除去了良知的亏欠*、身
体又被清水洗净、就当在充足的
信实中存着真心&、来到 神面
前b．
Heb 10:23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
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

真心或
作真实的
心:
?ajlhqinh'"
kardiva" a Heb 10:20 这就是... tou't= e[stin th'" sarkoV"
和合本译 aujtou', 和合本译作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作诚心

b Heb 10:22 并且... prosercwvmeqa metaV
ajlhqinh'" kardiva" ejn plhroforiva/ pivstew"
rJerantismevnoi taV" kardiva" ajpoV suneidhvsew"
ponhra'" kaiV lelousmevnoi toV sw'ma u{dati
kaqarw'/:和合本译作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
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
充足的信心、来到 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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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是信实的．
Heb 10: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
勉励行善。
Heb 10:25 不可停止我们自己的聚
会a、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
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作看
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Heb 10:26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
了．
Heb 10:27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
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Heb 10:28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
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
死．
Heb 10:29 何况人践踏
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
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
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
呢。
Heb 10:30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
冤在我、我必报应。’又
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Heb 10:31 落在永生
神的手里、真
是可怕的。
Heb 10:32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
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
难．
Heb 10:33 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
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
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Heb 10:34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
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
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

10:28
申 17:6
太 18:16

10:30
申 32:35
申 32:36

10:37
哈 2:3

第十一章

10:38

Heb 11:1 信实

哈 2:4
罗 1:17
加 3:11

11:3*
来 1:2
创 1:2

11:4
创 4:10
来 12:24

11:5
创 5:24
王下 2:11

d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
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Heb 11:2 古人在这信实中得了美好
的证据e。
Heb 11:3 我们因着信实、就知道诸
世界*是藉 神的话造成的f．这
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
物造出来的。
g
Heb 11:4 亚伯因着信实 献祭与
b Heb 10:38 只是... oJ deV divkaiov" [mou] ejk
pivstew" zhvsetai, 和合本译作只是义人必因信
得生
c Heb 10:39 乃是... ajllaV pivstew" eij"
peripoivhsin yuch'". 和合本译作乃是有信心以
致灵魂得救的人
d Heb 11:1 信实 pivsti"和合本译作信
e Heb 11:2 古人... ejn tauvth/ gaVr ejmarturhvqhsan
oiJ presbuvteroi. 和合本译作古人在这信上得
了美好的证据
f Heb 11:3 我们... Pivstei noou'men kathrtivsqai
touV" aijw'na" rJhvmati qeou', 和合本译作我们因
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 神话造成的
g Heb 11:4 因着信实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因着信
下同 Heb 11:5, 7, 8, 9, 11, 17, 20, 21, 22, 23, 24,
27, 28, 29, 30, 31.

a Heb 10:25 不可... mhV ejgkataleivponte" thVn
ejpisunagwghVn eJautw'n, 和合本译作你们不可停
止聚会

His Faith

更美长存的家业。
Heb 10:35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
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Heb 10:36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
完了 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
应许的。
Heb 10:37‘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Heb 10:38 只是由信实而生的义人
必活b、〔义人有古卷作我的义人〕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
他。’
Heb 10:39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
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实以致灵魂
得救的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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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
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 神指着
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实仍旧说话。
Heb 11:5 以诺因着信实被接去、不
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
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
去以先、已经得了 神喜悦他的
明证。
Heb 11:6 人非有信实、就不能得神
的喜悦:a因为到 神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他是 神, 且信他赏
赐那寻求他的人.b
Heb 11:7 挪亚因着信实、既蒙
神
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
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
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实而来的
义c。
Heb 11:8 亚伯拉罕因着信实、蒙召
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
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那里去。
Heb 11:9 他因着信实、就在所应许
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
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
雅各一样。
Heb 11:10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
的城、就是 神所经营所建造

的。
Heb 11:11 因着信实、连撒拉自己、

11:6
太 7:8
代上 28:9
耶 29:12
约 4:24

11:13
利 25:23
彼前 1:17

11:16
太 25:34
来 12:22
启 21:2

11:18
创 21:12

a Heb 11:6 人非... cwriV" deV pivstew" ajduvnaton
eujaresth'sai: 和合本译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悦．
b Heb 11:6 因为... pisteu'sai gaVr dei' toVn prosercovmenon tw'/ qew'/ o{ti e[stin kaiV toi'" ejkzhtou'sin aujtoVn misqapodovth" givnetai. 和合本
译作因为到 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c Heb 11:7 自己... kaiV th'" kataV pivstin dikaiosuvnh" ejgevneto klhronovmo".和合本译作自己也
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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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
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
的．
Heb 11:12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
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
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Heb 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实死
的d、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
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
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Heb 11: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
己要找一个家乡。
Heb 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
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Heb 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
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
被称为他们的 神、并不以为
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
座城。
Heb 11:17 亚伯拉罕因着信实、被试
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
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
生的儿子献上。
Heb 11:18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
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
后裔．’
Heb 11:19 他以为
神还能叫人从
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
他的儿子来。
Heb 11:20 以撒因着信实、就指着将
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Heb 11:21 雅各因着信实、临死的时
d Heb 11:13 这些人... KataV pivstin ajpevqanon ou|
toi pavnte", 和合本译作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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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
福、扶着杖头敬拜 神。
Heb 11:22 约瑟因着信实、临终的时
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
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Heb 11:23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
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实
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命。
Heb 11:24 摩西因着信实、长大了就
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Heb 11:25 他宁可和
神的百姓同
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
乐．
Heb 11:26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
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
要得的赏赐。
Heb 11:27 他因着信实、就离开埃
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
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Heb 11:28 他因着信实、就守逾越
节、〔守或作立〕行洒血的礼、免
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Heb 11:29 他们因着信实、过红海如
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
被吞灭了。
Heb 11:30 以色列人因着信实、围绕
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Heb 11:31 妓女喇合因着信实、曾和
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
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Heb 11:32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
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
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
事、时候就不够了。
a
Heb 11:33 他们因着信实 、制伏了

11:34
代下
14:11

11:40
帖前 3:10

第十二章
Heb 12: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

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
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
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
们前头的路程、
Heb 12:2 定睛仰望那为信实创始成
终的耶稣．c他因那摆在前面的
b Heb 11:39 因信实 diaV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
因信
c Heb 12:2 定睛... ajforw'nte" eij" toVn th'"
pivstew" ajrchgoVn kaiV teleiwthVn Ij hsou'n, 和
合本译作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a Heb 11:33 他们因着信实 oi} diaV pivstew"和合本
译作他们因着信

His Faith

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
了狮子的口。
Heb 11:34 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
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
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Heb 11:35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
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
得释放、〔释放原文作赎〕为要得
着更美的复活．
Heb 11:36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
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
Heb 11:37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
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
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
苦害、
Heb 11:38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
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
的人。
b
Heb 11:39 这些人都是因信实 得了
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
的．
Heb 11:40 因为
神给我们预备了
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
得、就不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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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
架的苦难、便坐在 神宝座的右
边。
Heb 12:3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Heb 12:4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
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Heb 12:5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
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
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
候、也不可灰心．
Heb 12:6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Heb 12:7 你们所忍受的、是
神管
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
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Heb 12:8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
是儿子了。
Heb 12:9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
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
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
他得生么。
Heb 12:10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
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
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
他的圣洁上有分。
Heb 12:11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
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
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Heb 12:12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Heb 12:13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
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

12:5
伯 5:17
诗 119:71
箴 3:11

12:6
申 8:5
箴 3:12
撒下 7:14
箴 29:17
启 3:19
诗 94:12

12:20
出 19:13

12:21
出 19:16

12:22
启 21:2

12:24
创 4:10
来 11:4

a Heb 12:22-23 你们乃是... 22 ajllaV proselhluvqate
SiwVn o[rei kaiV povlei qeou' zw'nto", jIerousalhVm ejpouranivw/, kaiV muriavsin ajggevlwn, panhguvrei 23kaiV ejkklhsiva/ prwtotovkwn ajpogegrammevnwn ejn oujranoi'" kaiV krith'/ qew'/ pavn twn kaiV pneuvmasi dikaivwn teteleiwmevnwn 和
合本译作 22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 神的城
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23

〔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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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愈。〔歪脚或作差路〕
Heb 12:14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
见主．
Heb 12:15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
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
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Heb 12:16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
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
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Heb 12:17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
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
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
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Heb 12:18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
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
暴风、
Heb 12:19 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
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
们说话．
Heb 12:20 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
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
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
Heb 12:21 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
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
Heb 12:22-23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永生 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
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共
聚的总会、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
之会众、有审判众人的 神、和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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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12:24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

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
血所说的更美。
Heb 12:25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
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
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
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
我们的呢。
Heb 12:26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
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Heb 12:27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
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
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
Heb 12:28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
动的国、就当感恩、照 神所喜
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
神。
Heb 12:29 因为我们的
神乃是烈
火。

12:26
该 2:6

12:29
赛 33:14

13:2
创 18:2
太 25:35

13:5
申 31:6
太 6:19

13:6
诗 118:6
-7

13:11
利 4:12
利 4:21

13:12

第十三章

利 20:8
a

Heb 13:1 弟兄务要常常彼此相爱。
b

Heb 13:2 不可忘记用爱款待客旅 ．

13:15
赛 57:19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
就接待了天使。
Heb 13:3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
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
之内。
Heb 13:4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
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
判众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a Heb 13:1 弟兄... JH filadelfiva menevtw. 和合本
译作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
b Heb 13:2 不可... th'" filoxeniva" mhV ejpilanqavnesqe, 和合本译作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His Faith

神必要审判。
Heb 13:5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
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
Heb 13:6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
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
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Heb 13:7 从前引导你们、传
神之
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
们、效法他们的信实、留心看他
们为人的结局c。
Heb 13:8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远是一样的。
Heb 13:9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
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
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
着益处。
Heb 13:10 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
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
可同吃的。
Heb 13:11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
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
子、被烧在营外。
Heb 13:12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
苦。
Heb 13:13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Heb 13:14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
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Heb 13:15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
c Heb 13:7 效法... w|n ajnaqewrou'nte" thVn
e[kbasin th'" ajnastrofh'" mimei'sqe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
们为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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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颂赞为祭、献给 神、这就是
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Heb 13:16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
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 神
所喜悦的。
Heb 13: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
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
的灵魂时刻儆醒、好像那将来交
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
你们无益了。
Heb 13:18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
们自觉良知无亏、愿意凡事按正
道而行。
Heb 13:19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
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Heb 13:20 但愿赐平安的
神、就是
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神、
Heb 13:21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
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
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a行他所
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
永永远远。阿们。
Heb 13:22 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
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Heb 13:23 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
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
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Heb 13:24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
位和众圣徒安。从义大利来的人
也问你们安。
Heb 13:25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
在。阿们。

13:18*
良知或作
感知:
suneivdhsin
和合本译
作良心

a Heb 13:21 在我们里面 ejn hJmi'n 和合本译作在你
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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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Jas

第一章
Jas 1:1 作

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
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
的安。
Jas 1: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
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a
Jas 1: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实 经过
试验、就生忍耐。
*
Jas 1:4 并且也当让忍耐 成全其
功b、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
欠。
Jas 1:5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
人的 神、主就必赐给他。
Jas 1:6 只要在信实里求、一点不疑
惑c．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
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Jas 1:7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
得什么．
Jas 1:8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
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Jas 1: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
乐．
Jas 1:10 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
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
样．
Jas 1:11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
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

1:4*
加 5:22

1:5-6
太 7:7

1:12*
创 22:1

a Jas 1:3 你们的信实 uJmw'n th'" pivstew" 和合本
译作你们的信心
b Jas 1:4 并且也当让忍耐成全其功 hJ deV
uJpomonhV e[rgon tevleion ejcevtw 和合本译作但
忍耐也当成功
c Jas 1:6 只要... aijteivtw deV ejn pivstei mhdeVn diakrinovmeno": 和合本译作只要凭着信心求、一
点不疑惑

His Faith

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
上、也要这样衰残。
Jas 1: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
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
他之人的。
Jas 1:13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
神试探．因为 神不能被恶试
探、他也不试探人．
Jas 1:14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
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Jas 1:15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
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Jas 1:16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
错了。
Jas 1:17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
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
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
儿。
Jas 1: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
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
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Jas 1:19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
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
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Jas 1:20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
神的义。
Jas 1:21 所以你们要以温柔脱去一
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并领
受那所栽种的道、这道能救你们
的灵魂(灵魂或作性命)d。
d Jas 1:21 所以... dioV ajpoqevmenoi pa'san rJuparivan kaiV perisseivan kakiva" ejn prau?thti, devx asqe toVn e[mfuton lovgon toVn dunavmenon sw' sai taV" yucaV" uJmw'n. 和合本译作所以你们要
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
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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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 1:22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

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Jas 1:23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
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
目．
Jas 1:24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
相貌如何。
Jas 1: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
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
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
得福。
Jas 1:26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
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
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Jas 1:27 在
神我们的父面前、那
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
自己不沾染世俗。

Jas 2:5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1:22
罗 2:13
雅 2:24

1:27
太 25:35

2:8
利 19:18
太 19:19
太 22:39
可 12:31
可 12:33
罗 13:9
加 5:14

2:13
太 18:35

第二章
Jas 2:1 我的弟兄们、你们有我们荣

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实a、便不
可按着外貌待人。
Jas 2:2 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
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
进去．
Jas 2:3 你们就看重那穿华美衣服
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
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
在我脚凳下边．
Jas 2:4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
恶意断定人么。

b Jas 2:5 在信实里 ejn pivstei 和合本译作在信上
c Jas 2:14 我的... Tiv toV o[felo", ajdelfoiv mou,
ejaVn pivstin levgh/ ti" e[cein e[rga deV mhV e[ch/; mhV
duvnatai hJ pivsti" sw'sai aujtovn; 和合本译作我
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

a Jas 2:1 你们... e[cete thVn pivstin tou' kurivou
hJmw'n jIhsou' Cristou' th'" dovxh". 和合本译作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雅各书 (雅) Jas 第二章

神
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
他们在信实里b富足、并承受他
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
Jas 2:6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
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
公堂去么。
Jas 2:7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
的尊名么。〔所敬奉或作被称〕
Jas 2:8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
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Jas 2:9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
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Jas 2:10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
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
条。
Jas 2:11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
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
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Jas 2:12 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
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
行事。
Jas 2:13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
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
判夸胜。
Jas 2:14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
己有信实、却没有行为、有什么
益处呢．这信实能救他么c。
Jas 2: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
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Jas 2:16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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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安安的去罢、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
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a
Jas 2:17 这样、信实 若没有行为就
是死的。
b
Jas 2:18 必有人说、你有信实 、我
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
实c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
为、将我的信实d指给你看。
Jas 2:19 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
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Jas 2:20 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实是无用的么e。
Jas 2:21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
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
行为称义么。
f
Jas 2:22 可见信实 是与他的行为并
行、而且信实g因着行为才得成
全．
Jas 2:23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
伯拉罕信 神、这就被算给他为
义h。’他又得称为 神的朋友。
Jas 2:24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
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实i。
Jas 2:25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
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
样因行为称义么。

Jas 2:26 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实

没有行为也是死的j。

第三章
2:23
创 15:6
罗 4:3
加 3:6

2:24
罗 2:13
雅 1:22

3:1
太 23:8

3:2
传 5:2

3:8
诗 52:4

3:9
创 1:26

a Jas 2:17 信实 hJ pivsti" 和合本译作信心
b Jas 2:18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c Jas 2:18 信实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d Jas 2:18 信实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e Jas 2:20 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实是无用的
么 o{ti hJ pivsti" cwriV" tw'n e[rgwn ajrghv ejstin;
和合本译作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么
f Jas 2:22 信实 hJ pivsti" 和合本译作信心
g Jas 2:22 信实 hJ pivsti" 和合本译作信心
h Jas 2:23 这就被算给他为义 kaiV ejlogivsqh aujtw'/
eij" dikaiosuvnhn. 和合本译作这就算为他的义
i Jas 2:24 信实 pivstew" 和合本译作信

His Faith

Jas 3:1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

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
断。
Jas 3:2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
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
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
己的全身。
Jas 3:3 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
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Jas 3:4 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
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
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Jas 3:5 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
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
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Jas 3:6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
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
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
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Jas 3:7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
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
人制伏了．
Jas 3:8 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
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
气。
Jas 3:9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
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 神
形像被造的人．
Jas 3:10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
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
j Jas 2:26 身体... w{sper gaVr toV sw'ma cwriV"
pneuvmato" nekrovn ejstin, ou{tw" kaiV hJ pivsti"
cwriV" e[rgwn nekrav ejstin. 和合本译作身体没
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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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Jas 3:11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

苦两样的水么。
Jas 3:12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
生橄榄么、葡萄树能结无花果
么．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Jas 3:13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
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
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Jas 3:14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
妒和分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
说谎话抵挡真道。
Jas 3:15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
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Jas 3:16 在何处有嫉妒分争、就在
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Jas 3:17 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
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
见、没有假冒。
Jas 3:18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
平所栽种的义果。

4:6
诗 138:6
箴 3:34
太 23:12

4:10
伯 22:29

4:11
太 7:1
罗 10:4
提前 1:5
约一 4:16

第四章
Jas 4:1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

那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么。
Jas 4:2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
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
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
不求。
Jas 4:3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
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
中。
Jas 4:4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
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
雅各书 (雅) Jas 第四章

为友、就是与 神为敌么．所以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
神为敌了。
Jas 4:5 你们想经上难道徒然的说．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忌
邪的灵么。a
Jas 4:6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
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
恩给谦卑的人。’
Jas 4:7 故此你们要顺服
神．务要
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
跑了。
Jas 4:8 你们亲近
神、 神就必亲
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
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
洁你们的心。
Jas 4:9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
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Jas 4:10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
必叫你们升高。
Jas 4:11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
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
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的、
乃是判断人的b。
Jas 4:12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
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
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a Jas 4:5 你们想经上难道徒然的说． 神所赐住
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忌邪的灵么或作你们想经
上难道徒然的说．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深深地恋慕我们以至于嫉妒我们与世俗为友
么。 h] dokei'te o{ti kenw'" hJ grafhV levgei: proV"
fqovnon ejpipoqei' toV pneu'ma o} katwv/kisen ejn
hJmi'n, 和合本译作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么．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么。
fqovnon 译作嫉妒或忌邪参看 Exo 20:5, 34:14,
Num 25:11, 2Co 11:2
b Jas 4:11 就不是遵行律法的、乃是判断人的 oujk
ei\ poihthV" novmou ajllaV krithv". 和合本译作就
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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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 4:13 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

雨。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
年、作买卖得利．
Jas 4:14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
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
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
不见了。
Jas 4:15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
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
或作那事。
Jas 4:16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Jas 4:17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Jas 5:8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
4:14
太 6:34

5:1-3
箴 23:4
太 6:19
来 13:5
提前 6:17

5:9
太 24:33

5:11
伯 1:1
结 14:14
结 14:20

5:12
太 5:34
太 5:37

第五章

5:16

Jas 5:1 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

太 21:22
可 11:24

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
到你们身上。
Jas 5:2 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
虫子咬了。
Jas 5:3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
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
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
世、只知积攒钱财。
Jas 5:4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
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
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
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Jas 5:5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
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
心。
Jas 5:6 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
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Jas 5:7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
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
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
His Faith

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Jas 5:9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
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
主站在门前了。
Jas 5:10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
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
苦能忍耐的榜样。
Jas 5:11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
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
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Jas 5:12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
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
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
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
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
之下。
Jas 5:13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
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
歌颂。
Jas 5:14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
就该请会众的长老来．他们可以
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a
Jas 5:15 出于信实的祈祷 、要救那
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
罪、也必蒙赦免。
Jas 5: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
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
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的。
Jas 5: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
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
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
a Jas 5:15 出于信实的祈祷 hJ eujchV th'"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出于信心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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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Jas 5:18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5:20
太 18:15

地也生出土产。
Jas 5:19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
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
Jas 5:20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
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
死a、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a Jas 5:20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swvsei yuchVn
aujtou' ejk qanavtou 和合本译作便是救一个灵魂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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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Pe 1:1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

1:4
罗 8:17

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 太 25:34
1:10
帕多家、亚西亚、庇推尼寄居
太 13:17
的．
1Pe 1:2 就是照父
神的先见被拣 1:13
箴 4:23
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
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
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
们。
1Pe 1: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
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
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
望、
1Pe 1:4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
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
上的基业。
a
1Pe 1:5 你们这藉着信实 蒙
神能
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1Pe 1:6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
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
愁．
b
1Pe 1:7 叫你们的信实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
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得著称赞、荣耀、
尊贵。
1Pe 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
a 1Pe 1:5 藉着信实 diaV pivstew" 和合本译作因
信
b 1Pe 1:7 你们的信实 uJmw'n th'" pivstew" 和合本
译作你们的信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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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
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
大喜乐．
1Pe 1:9 这荣光是因得着信实的果
效、就是[你们]灵魂的救恩、而
有的荣光c。d
1Pe 1:10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
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
的寻求考察．
1Pe 1:11 就是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
的灵e、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
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
怎样的时候。
1Pe 1:12 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
所传讲的一切事、〔传讲原文作服
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
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
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
些事。
1Pe 1:13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
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
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1Pe 1:14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
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1Pe 1: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
c 1Pe 1:9 信实... komizovmenoi toV tevlo" th'"
pivstew" (uJmw'n) swthrivan yucw'n. 和合本译作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d 1Pe 1:8-9 你们... o}n oujk ijdovnte" ajgapa'te, eij"
o}n a[rti mhV oJrw'nte" pisteuvonte" deV ajgallia'sqe cara'/ ajneklalhvtw/ kaiV dedoxasmevnh/
komizovmenoi toV tevlo" th'" pivstew" (uJmw'n)
swthrivan yucw'n. 原文或作你们虽然没有见过
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是信他、使你
们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并且因得着信实的果
效、就是[你们]灵魂的救恩、使你们满有荣光。
e 1Pe 1:11 在他们... toV ejn aujtoi'" pneu'ma
Cristou' 和合本译作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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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1Pe 1:16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
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1Pe 1:17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
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
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
日子．
1Pe 1:18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
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
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1Pe 1:19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
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1Pe 1:20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
被 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
为你们显现．
1Pe 1:21 你们藉着他、是信实的、是
已经交托给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 神、叫你们的信
实、和盼望、都在于 神。a
1Pe 1:22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
了自己的心b、以致爱弟兄没有
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
爱．〔从心里有古卷作从清洁的心〕
1Pe 1:23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
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
种子、是藉着 神活泼常存的
道。
1Pe 1:24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
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
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1Pe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

1:16
利 11:45

1:17
利 25:23
来 11:13

1:24-25
赛 40:6-8

2:2
太 18:3

2:6
赛 28:16

2:7
诗 118: 22
太 21:42

2:8
赛 8:14
太 11:6

2:9
出 19:6
*被买的

a 1Pe 1:21 你们藉着... touV" di= aujtou' pistouV"
eij" qeoVn toVn ejgeivranta aujtoVn ejk nekrw'n kaiV
dovxan aujtw'/ dovnta, w{ste thVn pivstin uJmw'n kaiV
ejlpivda ei\nai eij" qeovn. 和合本译作你们也因着
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 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 神。
b 1Pe 1:22 洁净了自己的心 TaV" yucaV" uJmw'n hJgnikovte" 原文或作洁净了你们的魂

彼得前书 (彼前) 1Pe 第二章

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
道。

第二章
1Pe 2:1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

毒、〔或作阴毒〕诡诈、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1Pe 2:2 就要像那才生的婴孩爱慕
纯净的灵奶一样、叫你们靠它渐
长、进入救恩、
1Pe 2:3 因为你们若尝过就知道主
恩的滋味。c
1Pe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
弃的、却是被 神所拣选所宝贵
的．
1Pe 2:5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
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
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 神所
悦纳的灵祭。
1Pe 2:6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
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
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
1Pe 2:7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
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
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
房角的头块石头。’
1Pe 2:8 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绊跌．〔或作他们绊跌
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
是预定的。
c 1Pe 2:2-3 就要... 2 wJ" ajrtigevnnhta brevfh toV
logikoVn a[dolon gavla ejpipoqhvsate, i{na ejn
aujtw'/ aujxhqh'te eij" swthrivan, 3eij ejgeuvsasqe
o{ti crhstoV" oJ kuvrio". 和合本译作 2 就要爱慕
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
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3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
味、就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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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e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

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
国度、是属 神的*子民、要叫你
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1Pe 2:10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
在却作了 神的子民．从前未曾
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1Pe 2:11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是客
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
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a
争战的。
1Pe 2:12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
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
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
鉴察*的日子、〔鉴察或作眷顾〕归
荣耀给 神。
1Pe 2: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
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
王、
1Pe 2:14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
臣宰。
1Pe 2:15 因为
神的旨意原是要你
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
的口。
1Pe 2:16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
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或作阴毒〕
总要作 神的仆人。
b
1Pe 2:17 务要尊敬众人．爱弟兄 ．
敬畏 神．尊敬君王。
1Pe 2:18 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
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
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
顺服。

1Pe 2:19 倘若人为叫良知

2:9
出 19:6
*被买的

2:11*
利 25:23
来 11:13
彼前 1: 17

2:12*:
路 19:44

2:19*
良知或感
知:
suneivdhsin
和合本译
作良心

2:21
太 11:29

2:23
太 5:44

2:24
赛 53:4
太 8:17

2:25
太 10:6

3:1
太 18:15

第三章
1Pe 3:1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

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
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
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1Pe 3:2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
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1Pe 3:3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
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
1Pe 3:4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 神面前
是极宝贵的。

a 1Pe 2:11 灵魂 th'" yuch'": 和合本译作灵魂
b 1Pe 2:17 爱弟兄 thVn ajdelfovthta ajgapa'te, 和
合本译作亲爱教中的弟兄

His Faith

对得住
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
喜爱的。
1Pe 2:20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
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
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
神看是可喜爱的。
1Pe 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
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
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1Pe 2:22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
有诡诈．
1Pe 2:23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
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
义审判人的主．
1Pe 2: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
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
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1Pe 2: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c的牧人监
督了。

c 1Pe 2:25 你们灵魂 tw'n yucw'n uJmw'n. 和合本译
作你们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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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 3:5 因为古时仰赖

神的圣洁
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
己的丈夫．
1Pe 3:6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3:10-12
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 诗 34:12
-16
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雅 1:26
1Pe 3:7 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 3:14
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识〕 太 10:28
*
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作 3:16
良知或感
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 知:
suneivdh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 sin
和合本译
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作良心
1Pe 3:8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 3:20
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 太 24:38
3:21*
谦卑的心．
良知或感
1Pe 3:9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
知:
suneidhv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 sew"
和合本译
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作良心
1Pe 3:10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
4:1
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 受苦:
诗 119:71
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1Pe 3:11 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1Pe 3:12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
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惟有行恶的
人、主向他们变脸。’
1Pe 3:13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
害你们呢。
1Pe 3:14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
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
要惊慌．〔的威吓或作所怕的〕
1Pe 3:15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
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
答各人．
*
1Pe 3:16 存着无亏的良知 、叫你们
彼得前书 (彼前) 1Pe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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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
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
1Pe 3: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
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1Pe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义的
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 神
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
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1Pe 3:19 他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
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1Pe 3:20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
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
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
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1Pe 3:21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
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
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
污秽、只求在 神面前有无亏的
良知*。
1Pe 3:22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
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第四章
1Pe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

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
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
绝了．
1Pe 4:2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
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
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1Pe 4:3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
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
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
已经够了．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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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 4:4 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

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
以为怪、毁谤你们．
4:5
1Pe 4:5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
徒 10:42
提后 4:1
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1Pe 4:6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 4:6
罗 8:8
传给他们、要叫凡属肉体的按着 林后 5:10
人受审判、凡属灵的却靠 神活 4:14
太 5:11
着。a
路 6:22
1Pe 4: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
4:16*
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
徒 11:26
徒 26:28
1Pe 4:8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
4:17
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耶 25:29
耶 9:25
1Pe 4:9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
言．
5:5
太 23:12
1Pe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
服事、作 神百般恩赐的好管
家．
1Pe 4:11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
神
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按
着 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 神
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
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
1Pe 4:12 亲爱的弟兄阿、有火炼的
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1Pe 4:13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
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
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1Pe 4:14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
骂、便是有福的．因为 神荣耀
a 1Pe 4:6 为此... eij" tou'to gaVr kaiV nekroi'" eujhggelivsqh, i{na kriqw'si meVn kataV ajnqrwvpou"
sarkiV zw'si deV kataV qeoVn pneuvmati 和合本译
作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
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 神
活着。

His Faith

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Pe 4:15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
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
而受苦．
*
1Pe 4:16 若为作基督徒 受苦、却不
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
神。
1Pe 4: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
神的家起首．若是先从我们起
首、那不信从 神福音的人、将
有何等的结局呢。
1Pe 4:18 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
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
呢。
1Pe 4:19 所以那照
神旨意受苦的
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b
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第五章
1Pe 5:1 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

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
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
的人。
1Pe 5:2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
神
的群羊、按着 神旨意照管他
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
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
乐意。
1Pe 5:3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
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1Pe 5:4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
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1Pe 5:5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
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
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 神
b 1Pe 4:19 自己的灵魂 taV" yucaV" aujtw'n 和合本
译作自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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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
人。
1Pe 5:6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
神 5:8
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 箴 4:23
们升高。
1Pe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1Pe 5:8 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
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a
1Pe 5:9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实 抵挡
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
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1Pe 5:10 那赐诸般恩典的
神、曾
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
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
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
力量给你们。
1Pe 5:11 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
1Pe 5:12 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
所看为信实的兄弟b西拉转交你
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
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
立得住。
1Pe 5:13 在巴比伦与你们同蒙拣选
的c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
你们安。
d
1Pe 5:14 你们要用爱 彼此亲嘴问
安。愿平安归与你们凡在基督里
的人。
a 1Pe 5:9 信实 th'/ pivstei 和合本译作信心
b 1Pe 5:12 信实的兄弟 tou' pistou' ajdelfou', 和
合本译作忠心的兄弟
c 1Pe 5:13 在巴比伦与你们同蒙拣选的 hJ ejn
Babulw'ni suneklekthV 和合本译作在巴比伦与
你们同蒙拣选的教会
d 1Pe 5:14 爱 ajgavph". 和合本译作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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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

(彼后) 2Pe

第一章
2Pe 1:1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

1:14*
提后 4:6

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
神、和〔有古卷无和字〕救主耶稣
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
信实a的人．
2Pe 1:2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
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
们．
2Pe 1:3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
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
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召我们的主．
2Pe 1:4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
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
神的性情有分。
2Pe 1:5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
的殷勤．有了你们的信实b、又要
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
知识．
2Pe 1:6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
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2Pe 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弟兄
的爱．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加上
基督的爱。c
2Pe 1:8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
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
a 2Pe 1:1 信实 pivstin 和合本译作信心
b 2Pe 1:5 有了你们的信实 ejn th'/ pivstei uJmw'n 和
合本译作有了信心
c 2Pe 1:7 有了虔敬... ejn deV th'/ eujsebeiva/ thVn
filadelfivan, ejn deV th'/ filadelfiva/ thVn aj gavphn. 和合本译作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
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His Faith

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
子了。
2Pe 1:9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
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
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2Pe 1:10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
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
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
不失脚。
2Pe 1:11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
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
督永远的国。
2Pe 1:12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
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
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2Pe 1:13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
棚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2Pe 1:14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
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
基督所指示我的。
2Pe 1:15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
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
事。
2Pe 1:16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
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
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2Pe 1:17 他从父
神得尊贵荣耀的
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
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
所喜悦的．
2Pe 1:18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d
2Pe 1:19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实的
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
d 2Pe 1:19 更确实的 bebaiovteron 和合本译作更
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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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
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
好的。
2Pe 1:20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
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
的．
2Pe 1:21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
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
神的话来。

第二章
2Pe 2:1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

1:21
提后 3:16

2:1
太 7:15
约一 4:1

2:4
太 25:41
犹 1:6

2:9
太 6:13
林前
10:13

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 2:16
民 22:28
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
取速速的灭亡。
2Pe 2:2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
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
故被毁谤。
2Pe 2:3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
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
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
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作
也不打盹〕
2Pe 2:4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
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
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2Pe 2:5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
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
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
八口．
2Pe 2:6 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
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
不敬虔人的鉴戒．
2Pe 2:7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
忧伤的义人罗得．
2Pe 2:8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
彼得后书 (彼后) 2Pe 第二章

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
的义魂a就天天伤痛。
2Pe 2: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
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
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2Pe 2:10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
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
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
的也不知惧怕．
2Pe 2:11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
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
告他们。
2Pe 2:12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
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
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
坏．
2Pe 2:13 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
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
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
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
快乐．
2Pe 2:14 他们满眼是淫色、〔淫色原
文作淫妇〕止不住犯罪．引诱那
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
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2Pe 2:15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
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
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2Pe 2:16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
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
阻先知的狂妄。
2Pe 2:17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
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
他们存留。
a 2Pe 2:8 义魂 yuchVn dikaivan 和合本译作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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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 2:18 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

2Pe 3:7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

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
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
2Pe 2:19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
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
制伏就是谁的奴仆。
2Pe 2:20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
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伏、他们
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
了。
2Pe 2:21 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
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
为妙。
2Pe 2:22 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
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
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
合式。

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
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3:6
2Pe 3:8 亲爱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
创 7:4
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
3:8
诗 90:4
年、千年如一日。
2Pe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
3:12
天被火烧:
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
创 1:6-8
天又叫穹 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
、
、
苍原文叫
扩张体也 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是受造之
物.在此圣 2Pe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
灵启示我
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
们天也是
可烧的! 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
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2Pe 3:11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
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
样敬虔、
2Pe 3:12 切切仰望
神的日子来
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
第三章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镕化。
2Pe 3:1 亲爱的弟兄阿、我现在写给
2Pe 3:13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
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
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2Pe 3:14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盼
2Pe 3:2 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所
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
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
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2Pe 3:15 并且要以我们主的容忍为
2Pe 3:3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
救恩、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
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
罗一样、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私欲出来讥诮说、
写了信给你们．a
2Pe 3:4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
2Pe 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
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
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
2Pe 3:5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
a 2Pe 3:15 并且 kaiV thVn tou' kurivou hJmw'n
makroqumivan swthrivan hJgei'sqe, kaqwV" kaiV oJ
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
ajgaphtoV" hJmw'n ajdelfoV" Pau'lo" kataV thVn
而成的地．
doqei'san aujtw'/ sofivan e[grayen uJmi'n, 和合本
译作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就
2Pe 3:6 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
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
就消灭了．
慧 写了信给你们
...

、

、

、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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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2Pe 3:17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然
预先知道a、就当防备、恐怕被恶
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
地步上坠落。
2Pe 3:18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
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a 2Pe 3:17 预先知道 proginwvskonte" 和合本译
作预先知道这事

彼得后书 (彼后) 2Pe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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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不在我们里面了b。

(约一) 1Jn

第二章
第一章
1Jn 1:1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

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
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1Jn 1:2（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
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
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
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1Jn 1:3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
督相交的．
1Jn 1:4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
你们〔有古卷作我们〕的喜乐充
足。
1Jn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
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
给你们的信息。
1Jn 1:6 我们若说是与
神相交、却
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
行真理了．
1Jn 1:7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
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
1Jn 1: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
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a。
1Jn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
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
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1Jn 1:10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
罪、便是以 神为说谎的．他的

1Jn 2:1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
2:2

*

约 6:37

2:3
出 15:26
申 11:13
箴 3:1
罗 13:9
约一 2:3

2:6
太 11:29

2:8
约 13:34

b 1Jn 1:10 我们... ejn hJmi'n. 和合本译作我们心里
了
c 1Jn 2:4 他里面 ejn touvtw/ 和合本译作他心里
d 1Jn 2:5
神的爱 hJ ajgavph tou' qeou' 和合本译
作爱 神的心

a 1Jn 1:8 我们... ejn hJmi'n. 和合本译作我们心里了

His Faith

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
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
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1Jn 2:2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
下人*的罪。
1Jn 2:3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
得是认识他。
1Jn 2:4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
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
也不在他里面c了。
1Jn 2:5 凡遵守主道的、
神的爱d
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
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1Jn 2:6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
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1Jn 2:7 亲爱的弟兄阿、我写给你们
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
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
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1Jn 2:8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
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
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
光已经照耀。
1Jn 2:9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
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
里。
1Jn 2:10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
中、并且在他里面没有绊脚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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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a。
1Jn 2:11 惟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
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
那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
了。
1Jn 2:12 小子们哪、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藉着主名得了赦
免。
1Jn 2:13 父老阿、我写信给你们、因
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
年人哪、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
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哪、我曾
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
1Jn 2:14 父老阿、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哪、我曾写信给你们、因
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常存在你
们里面b、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1Jn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
事。人若爱世界、父的爱c就不在
他里面了。
1Jn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
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
是从世界来的。
1Jn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
要过去．惟独遵行 神旨意的、
是永远常存。
1Jn 2:18 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d的要
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

但 12:4
但 12:9

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
时*了。
1Jn 2:19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
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
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1Jn 2:20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作都

2:22

有知识〕

2:16*
诗 17:14
路 8:14
路 21:34
林前 6:3
林前
15:19
提前 4:8

2:18*

赛 43:11
徒 4:12
约 20:31
徒 5:42
徒 9:22
徒 17:3
徒 18:5
徒 18:28
约一 5:1

2:27
太 13:11
出 30:30

a 1Jn 2:10 并且... kaiV skavndalon ejn aujtw'/ oujk
e[stin: 和合本译作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
b 1Jn 2:14 在...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在你们心里
c 1Jn 2:15 父... hJ ajgavph tou' patroV" 和合本译作
爱父的心
d 1Jn 2:18 敌基督 ajntivcristo" 或作冒充基督、
替代基督。1Jn 2:22, 1Jn 4:3, 2Jn 1:7 同上。

约翰一书 (约一) 1Jn 第二章

1Jn 2:21 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

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
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
出来的。
1Jn 2:22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
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么．e不认父
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1Jn 2:23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
子的连父也有了。
1Jn 2:24 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
初所听见的常存在你们里面f．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
里面g、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
必住在父里面。
1Jn 2:25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
生。
1Jn 2:26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
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1Jn 2:27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
存在你们里面h、并不用人教训
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
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
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
e 1Jn 2:22 不是... eij mhV oJ ajrnouvmeno" o{ti
Ij hsou'" oujk e[stin oJ Cristov"; 和合本译作不是
那不认耶稣基督的么．
f 1Jn 2:24 你们里面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心里
g 1Jn 2:24 你们里面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心里
h 1Jn 2:27 你们里面 ejn uJmi'n 和合本译作你们心
里

340

FOJC.NET

约翰一书 (约一) 1Jn 第二章

在主里面。
1Jn 2:28 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
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
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1Jn 2:29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
生的。

第三章

3:2
弗 4:24
创 1:26

3:6
罗 8:1

3:8
约 8:44

3:9
罗 8:4

3:12
太 23:35

1Jn 3: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

慈爱、使我们得称为 神的儿
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
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
他。
1Jn 3:2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现在是
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
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
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
体。
1Jn 3:3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
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1Jn 3:4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1Jn 3:5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
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1Jn 3:6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
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1Jn 3:7 小子们哪、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
一样。
1Jn 3:8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
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
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1Jn 3:9 凡从
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 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
His Faith

他里面a．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
是由 神生的。
1Jn 3:10 从此就显出谁是
神的儿
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
的、就不属 神．不爱弟兄的也
是如此。
1Jn 3:11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
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1Jn 3:12 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
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
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
弟的行为是善的。
1Jn 3:13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
要以为希奇。
1Jn 3:14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爱弟兄
的b、仍住在死中。
1Jn 3: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
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
生存在他里面。
1Jn 3:16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
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
舍命。
1Jn 3:17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
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 神
的爱c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1Jn 3:18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
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
和真理d上。
1Jn 3:19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
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 神面前
可以安稳。
a 1Jn 3:9 他里面 ejn aujtw'/ 和合本译作他心里
b 1Jn 3:14 不爱弟兄的 oJ mhV ajgapw'n 和合本译作
没有爱心的
c 1Jn 3:17 神的爱 hJ ajgavph tou' qeou' 和合本译
作爱 神的心
d 1Jn 3:18 真理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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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n 3:20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
知道的。
1Jn 3:21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的心
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 神坦
然无惧了．
1Jn 3:22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
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
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1Jn 3: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
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
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1Jn 3:24 遵守
神命令的、就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我
们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第四章
1Jn 4:1 亲爱的弟兄阿、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
是出于 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
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1Jn 4:2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
身来的、就是出于 神的．从此
你们可以认出 神的灵来。
1Jn 4:3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
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
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
上了。
1Jn 4:4 小子们哪、你们是属
神
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
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
大。
1Jn 4:5 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
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
1Jn 4:6 我们是属
神的．认识 神
的就听从我们．不属 神的就不
约翰一书 (约一) 1Jn 第四章

3:22
太 7:7
可 11:24

3:23
约 15:12

3:24
林后 1: 22
弗 1:13
出 3:12
罗 11:27

4:1
利 11:47
申 13:3
耶 23:16
太 7:15
太 24:5
可 13:22
罗 16:17
弗 5:6
西 2:8
彼后 2:1

4:6
路 10:16
约 8:47
结 3:7

4:11
约 15:12

4:15
太 16:16

4:16
提前 1:5
罗 10:4

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
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1Jn 4:7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应当彼
此相爱．因为爱是从 神来的．
凡能爱的a、都是由 神而生、并
且认识 神。
b
1Jn 4:8 不能爱的 、就不认识
神．
因为 神就是爱。
1Jn 4:9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藉着他得生、 神对我们
的爱c、在此就显明了。
1Jn 4:10 不是我们爱
神、乃是
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
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1Jn 4:11 亲爱的弟兄阿、
神既是
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
爱。
1Jn 4:12 从来没有人见过
神．我
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
里面、他的爱d在我们里面得以
完全了．
1Jn 4:13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1Jn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
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
1Jn 4:15 凡认耶稣为
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 神
里面。
1Jn 4:16
神对我们的爱e、我们也
a 1Jn 4:7 凡... pa'" oJ ajgapw'n 和合本译作凡有爱
心的
b 1Jn 4:8 不能爱的 oJ mhV ajgapw'n 和合本译作没有
爱心的
c 1Jn 4:9 神对我们的爱 hJ ajgavph tou' qeou' ejn
hJmi'n, 和合本译作 神爱我们的心
d 1Jn 4:12 他的爱 hJ ajgavph aujtou' 和合本译作爱
他的心
e 1Jn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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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住在爱
里面的、就是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1Jn 4:17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
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
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
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1Jn 4:18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
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
全。
1Jn 4:19 我们爱、因为
神先爱我
们。
1Jn 4:20 人若说、我爱
神、却恨他
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
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
见的 神。〔有古卷作怎能爱没有
看见的

1Jn 5:5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

5:1
赛 43:11
徒 4:12
约 20:31
徒 5:42
徒 9:22
徒 17:3
徒 18:5
徒 18:28
约一 2:22

5:3
太 11:30

5:6
利 17:14
约 6:54
约 6:63

5:11
约 1:4

5:14-15
太 7:7

神呢〕

1Jn 4:21 爱

神的、也当爱弟兄、这
是我们从 神所受的命令。

第五章
1Jn 5:1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

神而生．凡爱生他之 神的、也
必爱从 神生的。
1Jn 5:2 我们若爱
神、又遵守他的
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 神的
儿女。
1Jn 5:3 我们遵守
神的诫命、这就
b
是 神的爱了 ．并且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1Jn 5:4 因为凡从
神生的、就胜过
世界．这胜了世界的胜利、就是
我们的信实。c
oJ qeoV" ejn hJmi'n. 和合本译作 神爱我们的心
b 1Jn 5:3 这就是 神的爱了 au{th gavr ejstin hJ
ajgavph tou' qeou', 和合本译作这就是爱他了
c 1Jn 5:4 这胜了... kaiV au{th ejstiVn hJ nivkh hJ

His Faith

信耶稣是 神儿子的么．
1Jn 5:6 这藉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
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
水又用血。
1Jn 5:7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
灵就是真理。
1Jn 5:8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
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
一。
1Jn 5:9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
的见证更该领受了．〔该领受原文
作大〕因 神的见证、是为他儿
子作的。
1Jn 5:10 信
神儿子的、就有这见
证在他心里．不信 神的、就是
将 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 神
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1Jn 5:11 这见证、就是
神赐给我
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
面。
1Jn 5:12 人有了
神的儿子就有生
命．没有 神的儿子就没有生
命。
1Jn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生。
1Jn 5:14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
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
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1Jn 5:15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
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
不得着。
1Jn 5:16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
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
nikhvsasa toVn kovsmon, hJ pivsti" hJmw'n. 和合本
译作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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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1Jn 5:17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
不至于死的罪。
1Jn 5:18 我们知道凡从
神生的必
不犯罪．从 神生的必保守自
己、〔有古卷作那从 神生的必保护
他〕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1Jn 5:19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
神
*
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 手下。
1Jn 5:20 我们也知道 神的儿子已
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
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
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 神、也
是永生。
1Jn 5:21 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
避偶像。

约翰一书 (约一) 1Jn 第五章

5:18
帖前 5:2324

5:19*
约 14:30
约 17:15
林后 4:4
启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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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 2Jn

第一章
2Jn 1:1 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

太太、〔太太或作会众下同〕和他
的儿女、就是我在真理中a所爱
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
理之人所爱的．
2Jn 1:2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
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
我们同在．
2Jn 1:3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
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
爱里b、必常与我们同在。
2Jn 1:4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
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
欢喜。
2Jn 1:5 太太阿、我现在劝你、我们
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
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
初所受的命令。
2Jn 1:6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
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
的、就是这命令。
2Jn 1:7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
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
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
基督的。
2Jn 1:8 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
〔有古卷作我们〕所作的工、乃要
得着满足的赏赐。
2Jn 1:9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
着的、就没有 神．常守这教训

1:5
约 13:34
约 15:12

1:10
太 18:17

1:12*
约三 1:13
启 22:18

的、就有父又有子。
2Jn 1:10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
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
不要问他的安．
2Jn 1:11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
恶行上有分。
2Jn 1:12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
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
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2Jn 1:13 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

a 2Jn 1:1 在真理中 ejn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诚心
b 2Jn 1:3 在真理和爱里 ejn ajlhqeiva/ kaiV ajgavph/.
和合本译作在真理和爱心上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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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 3Jn

第一章
3Jn 1:1 作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
a

犹、就是我在真理中 所爱的。
3Jn 1:2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
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b
兴盛一样。
3Jn 1:3 有弟兄来见证你在真理
中c、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
喜乐。
3Jn 1:4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
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
的。
3Jn 1:5 亲爱的兄弟阿、凡你向作客
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信实的d．
3Jn 1:6 他们在会众面前见证了你
的爱．就是你帮助他们给他们送
行、你如此作是好的、并且对得
起 神．e
3Jn 1:7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原文作
那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
取。
3Jn 1:8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
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作
工。
3Jn 1:9 我曾略略的写信给会众．但
那在会众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

1:2
帖前 5:23

1:5
太 25:35

1:13*
约二 1:12
启 22:18

接待我们。
3Jn 1:10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
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
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
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
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会
众。
3Jn 1:11 亲爱的兄弟阿、不要效法
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
神．行恶的未曾见过 神。
3Jn 1:12 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
作见证．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作见证．你也知
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3Jn 1:13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3Jn 1:14 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
就当面谈论．
3Jn 1:15 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
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
朋友安。

a 3Jn 1:1 在真理中 ejn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诚心
b 3Jn 1:2 灵魂（或作生命 hJ yuchv. 和合本译作
灵魂
c 3Jn 1:3 见证你在真理中 marturouvntwn sou th'/
ajlhqeiva/, 和合本译作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d 3Jn 1:5 信实的 pistoVn 和合本译作忠心的
e 3Jn 1:6 他们在... oi} ejmartuvrhsavn sou th'/ aj gavph/ ejnwvpion ejkklhsiva", ou}" kalw'" poihvsei"
propevmya" ajxivw" tou' qeou': 和合本译作他们
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 神、帮
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

约翰三书 (约三) 3Jn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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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 1:8 这些作梦的人、也像他们污

(犹) Jud

第一章
Jud 1:1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

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
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
人．
Jud 1:2 愿怜恤、平安、慈爱、多多
的加给你们。
Jud 1:3 亲爱的弟兄阿、我想尽心写
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
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
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实a、竭
力的争辩。
Jud 1:4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
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
的、将我们 神的恩变作放纵情
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
我们〔我们或作和我们〕主耶稣基
督。
Jud 1:5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
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
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
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Jud 1:6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
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
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
判b。
Jud 1:7 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
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
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
的刑罚、作为鉴戒。

1:6
太 25:41

1:11
创 4:8

1:14
太 25:31

a Jud 1:3 信实 pivstei. 和合本译作真道
b Jud 1:6 主用... eij" krivsin megavlh" hJmevra"
desmoi'" aji>divoi" uJpoV zovfon tethvrhken, 或作
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
日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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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
位的。
Jud 1:9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
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
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
备你罢。
Jud 1:10 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
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
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事上
竟败坏了自己。
Jud 1:11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
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
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
了。
Jud 1:12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
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
石．〔或作玷污〕他们作牧人、只
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
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
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
拔出来．
Jud 1:13 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
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
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Jud 1:14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
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
千万圣者降临、
Jud 1:15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
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
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
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Jud 1:16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
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
人。
犹大书 (犹) Jud 第一章

犹大书 (犹) Jud 第一章
Jud 1:17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要记

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
所说的话．
1:20
Jud 1:18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
在圣灵里
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 祷告:
罗 8:26
虔的私欲而行。
林后 12:4
Jud 1:19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
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Jud 1:20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
在至圣的信实a上造就自己、在
圣灵里祷告、
Jud 1:21 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爱
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
悯、直到永生。
Jud 1:22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
悯他们．
Jud 1:23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
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
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
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Jud 1:24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
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
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
神、
Jud 1:25 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

a Jud 1:20 信实 pivstei, 和合本译作真道

犹大书 (犹) Jud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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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
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
永在的全能者。
第一章
Rev 1:9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1:1-2
Rev 1: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
约 21:22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
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23
耐里一同有分．为 神的道、并
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 1:3
为耶稣的见证d、曾在那名叫拔
约 15:10
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摩的海岛上。
1:4
Rev 1:2 约翰便将
神的道、和耶 *提后 Rev 1:10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
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 1:15
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启 4:5
启 5:6
的、都证明出来。
Rev 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
启 1:20
Rev 1:3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
达与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
1:5
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 罗 3:25 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
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底嘉、那七个会众。
1:7
*
亚
12:10
Rev 1:4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 的七个
Rev 1:12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
徒 1:11
启
22:20
会众．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
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
太 26:64
在的 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七个金灯台．
1:8
Rev 1:5 并那作见证的、信实的、从 启 2:8
Rev 1:13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
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 启 22:13 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
赛 48:12
的耶稣基督．a有恩惠平安归与 启 21:6 束着金带。
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 1:11
Rev 1:14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
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有古卷作洗 彼前 4:17 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1:14
去〕
Rev 1:15 脚好像在炉中煆炼光明的
但 7:9
b
Rev 1:6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 、作他 可 9:3
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
太 17:3
父 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 路 9:29 Rev 1:16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
诗 104:2
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
Rev 1:7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 1:15
同烈日放光。
但 10:6
*
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
Rev 1:17 我一看见、就仆倒 在他脚
1:17*
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结 1:28 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
但 8:17
是的、阿们。c
但 10:9-10 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
Rev 1:8 主
神说、我是阿拉法、我 徒 9:4 我是末后的、
Rev 1: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
a Rev 1:5 并那 kaiV ajpoV jIhsou' Cristou', oJ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mavrtu", oJ pistov", oJ prwtovtoko" tw'n nekrw'n
kaiV oJ a[rcwn tw'n basilevwn th'" gh'". 和合本译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作并那诚实作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
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Rev 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

启示录

(启) Rev

...

、

、

．

b Rev 1:6 国度 basileivan, 和合本译作国民
c Rev 1:7 是的、阿们。 naiv, ajmhvn. 和合本译作这
话是真实的。阿们。

His Faith

d Rev 1:9 并为耶稣的见证 thVn marturivan jIhsou'. 和合本译作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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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
写出来。
Rev 1:20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
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会众的使者．七
灯台就是七个会众。

第二章
Rev 2:1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会众的

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
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Rev 2:2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
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
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
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Rev 2:3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
劳苦、并不乏倦。
Rev 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
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a。
Rev 2:5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
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
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
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Rev 2:6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
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
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Rev 2:7 圣灵向众会众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
我必将 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
子赐给他吃。
Rev 2:8 你要写信给士每拿会众的
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
过又活的说、
Rev 2:9 我知道你的患难、贫穷、

1:20
出 25:37
启 1:4
启 4:5
启 5:6

2:1
*:天使
来 2:16

2:4
加 1:6
提前 1:3

2:5
来 9:1-10

2:6
启 2:15

2:7*
路 23:43
林后 12:4

2:8
赛 44:6
赛 48:12

2:9*
可 3:29

2:11
启 20:6
启 20:14
启 21:8

2:14*
民 31:16

2:15
徒 6:5

b Rev 2:9 我知道... oi\dav sou thVn qli'yin kaiV
thVn ptwceivan, ajllaV plouvsio" ei\, kaiV thVn
blasfhmivan ejk tw'n legovntwn Ij oudaivou"
ei\nai eJautouV" kaiV oujk eijsiVn ajllaV sunagwghV
tou' satana'. 和合本译作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
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
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
但一会的人
c Rev 2:10 信实 pistov" 和合本译作忠心
d Rev 2:13 我信实的 oJ pistov" mou, 和合本译作
我忠心的
e Rev 2:13 我的信实 thVn pivstin mou 和合本译作
我的道

a Rev 2:4 就是... o{ti thVn ajgavphn sou thVn
prwvthn ajfh'ke". 和合本译作就是你把起初的爱
心离弃了

启示录 (启) Rev 第二章

（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你亵
渎的话*、就是那些自称为犹太
人的所说自己是犹太人的话、其
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但的
会堂b。
Rev 2:10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
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
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信实c、我
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Rev 2:11 圣灵向众会众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Rev 2:12 你要写信给别迦摩会众的
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
Rev 2:13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
撒但座位之处．当我信实的d见
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
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
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实e。
Rev 2:14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
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
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
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
事。
Rev 2:15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350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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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2:16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

Rev 2:25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
剑、攻击他们。
2:17
Rev 2:17 圣灵向众会众所说的话、
出 16:32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 赛 62:2
启 3:12
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
2:19
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 林前 13:3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 2:20
王上
识。
16:31
Rev 2:18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会众
2:21
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 耶 8:6
像光明铜的 神之子、说、
2:23
约 2:25
Rev 2:19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信
实a、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 2:24*
徒 15:28
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
2:26-27
多。
诗 2:8-9
但 7:22
Rev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
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 2:28
彼后 1:19
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
3:3
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帖前 5:4
Rev 2:21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 3:4
太 22:11
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启 16:15
Rev 2:22 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
3:5
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 太 10:32
出 32:32
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
3:7
难。
赛 22:22
Rev 2:23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
类原文作儿女〕、叫众会众知道、
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
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
Rev 2:24 至于你们推雅推喇其余的
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
得他们素常所说撒但深奥之理
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
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守、直等到我来。
Rev 2:26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
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
Rev 2:27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
管原文作牧〕、将他们如同窑户的
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
的权柄一样．
Rev 2:28 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
Rev 2:29 圣灵向众会众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a Rev 2:19 爱、信实 thVn ajgavphn kaiV thVn pivstin
和合本译作爱心、信心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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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Rev 3:1 你要写信给撒狄会众的使

者、说、那有 神的七灵、和七
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
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Rev 3:2 你要儆醒、坚固那剩下将
要衰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因我
见你的行为、在我 神面前、没
有一样是完全的。
Rev 3:3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
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
要悔改。若不儆醒、我必临到你
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
你也决不能知道。
Rev 3:4 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名是
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
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
过的。
Rev 3:5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
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
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Rev 3:6 圣灵向众会众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Rev 3:7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会众
启示录 (启) Rev 第三章

启示录 (启) Rev 第三章

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
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
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Rev 3:8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
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
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
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
关的。
Rev 3:9 看哪、我给你那属撒但的
会众、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
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a、我
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
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Rev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
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
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Rev 3:11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
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Rev 3:12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
里出去．我又要将我 神的名、
和我 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
天上从我 神那里降下来的新
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
在他上面。
Rev 3:13 圣灵向众会众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Rev 3:14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会众的
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信实
的和真实的见证人b、在 神创
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Rev 3:15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

3:9
代下
24:17

3:10
赛 57:1
西 3:3
彼后 2:9
耶 40:4

3:12*
启 2:17
启 19:12
何 2:16
赛 62:2
赛 65:15

3:14*
赛 65:16

3:18
太 13:44

第四章
Rev 4:1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

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
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
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Rev 4:2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
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
坐在宝座上．
Rev 4:3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
红宝石．又有虹围着宝座、好像
绿宝石。

a Rev 3:9 看哪... ijdouV didw' ejk th'" sunagwgh'"
tou' satana' tw'n legovntwn eJautouV"
Ij oudaivou" ei\nai, kaiV oujk eijsiVn ajllaV yeuvdontai. 和合本译作那撒但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
b Rev 3:14 为信实... oJ mavrtu" oJ pistoV" kaiV ajlhqinov", 和合本译作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启示录 (启) Rev 第四章

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
热。
Rev 3:16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
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
去。
Rev 3:17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
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
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
的．
Rev 3:18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
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
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Rev 3:19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
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
悔改。
Rev 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
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
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
同坐席。
Rev 3:21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
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Rev 3:22 圣灵向众会众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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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4:4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

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
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
冕。
4:5
Rev 4:5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
亚 3:9
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 亚 4:2
亚 4:10
前点着、这七灯就是 神的七 启 5:6
灵。
5:1*
亚 5:3
Rev 4:6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
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 5:6
书 6:4
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
睛。
Rev 4:7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
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
四个像飞鹰。
Rev 4:8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
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
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
者。
Rev 4:9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
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
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Rev 4:10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
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
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
宝座前、说、
Rev 4:11 我们的主、我们的
神、你
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
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
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第五章
Rev 5:1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

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
严了。
Rev 5:2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
His Faith

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
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Rev 5:3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
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Rev 5:4 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
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Rev 5:5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
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
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
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Rev 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
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
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
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Rev 5:7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
右手里拿了书卷。
Rev 5:8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
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
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
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Rev 5:9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
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
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
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
神、
a
Rev 5:10 又叫他们成为国度 、作祭
司、归于 神．在地上执掌王
权。
Rev 5:11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
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
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
万．
Rev 5:12 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
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
贵、荣耀、颂赞的。
a Rev 5:10 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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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5:13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

Rev 6:9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

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
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
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
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6:2-8
Rev 5:14 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
亚 1:8
也俯伏敬拜。

见在祭坛底下、有为 神的道、
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魂a．
Rev 6:10 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
主阿、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
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
呢。
Rev 6:11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
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
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
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
了数目。
Rev 6:12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
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麻
布b、满月变红像血．
Rev 6:13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
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
熟的果子一样。
Rev 6:14 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
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
位。
Rev 6:15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
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
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
里．
Rev 6:16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
身上罢、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
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Rev 6:17 因为他们忿怒的大日到
了、谁能站得住呢。

6:8

第六章
Rev 6:1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

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
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
Rev 6:2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
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
Rev 6:3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
Rev 6:4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
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
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
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Rev 6:5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
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平。
Rev 6:6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
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
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
酒不可糟蹋。
Rev 6:7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
Rev 6:8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
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
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
*
&
、可以用刀剑、饥荒 、瘟疫、〔瘟
疫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
之一的人。
启示录 (启) Rev 第七章

*亚 1:11
杀害...:
或作各杀
害...
&
摩 8:11

6:9
创 4:8
太 11:13

6:10
创 4:10
太 23:35
对比:
路 23:34
徒 7:60
来 12:24

6:12
太 27:51
路 23:45
西 2:14

6:12-13
赛 13:10
珥 2:31
亚 14:6
太 24:29
可 13:24
启 8:12

6:14
赛 34:4

6:16
赛 2:10

第七章
Rev 7:1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

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a Rev 6:9 魂 taV" yucaV" 和合本译作灵魂
b Rev 6:12 像毛麻布 wJ" savkko" trivcino" 和合本
译作像毛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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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
上。
Rev 7:2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 神
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
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
说、
Rev 7:3 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
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 神众仆
人的额。
Rev 7:4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
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
Rev 7:5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
二千．流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迦得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Rev 7:6 亚设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玛
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Rev 7:7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未支派中有一万二千．以萨迦
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Rev 7:8 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
千．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便
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Rev 7:9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
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
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
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
枝．
Rev 7:10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
坐在宝座上我们的 神、也归与
羔羊。
Rev 7:11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
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
面伏于地、敬拜 神、
Rev 7:12 说、阿们．颂赞、荣耀、智
His Faith

7:2-3
结 9:1-6

7:4
民 1:45

8:3*
启 6:10

8:5*
利 6:12
民 16:46
士 13:20

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
归与我们的 神、直到永永远
远。阿们。
Rev 7:13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
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那里来
的。
Rev 7:14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
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
洗白净了。
Rev 7:15 所以他们在
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
要用帐幕覆庇他们。
Rev 7:16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
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Rev 7:17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
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第八章
Rev 8:1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有二刻。
Rev 8:2 我看见那站在
神面前的
七位天使、有七枝号赐给他们。
Rev 8:3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
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
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
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Rev 8:4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
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 神
面前。
Rev 8:5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
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
大声、闪电、地震。
Rev 8:6 拿着七枝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Rev 8:7 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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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启) Rev 第八章

子与火搀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
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Rev 8:8 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
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
三分之一变成血．
Rev 8:9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
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Rev 8:10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
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
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
水的泉源上．
Rev 8:11 这星名叫茵蔯．众水的三
分之一变为茵蔯．因水变苦、就
死了许多人。
Rev 8:12 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
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
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
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
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
样。
Rev 8:13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
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
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
的民、祸哉、祸哉、祸哉。

8:12
赛 13:10
伯 2:31
亚 14:6
太 24:29
可 13:24
启 6:12

9:1
启 20:1
*启 11:7
启 17:8
路 8:31
罗 10:7

9:2
启 20:3
创 19:28
申 29:20

9:5*
创 7:24

9:6
赛 2:10
启 6:16

9:10
创 8:3-4

9:14
耶 51:63

9:15
亚 13:9
太 22:7
路 17:34
启 8:7-12
创 32:28

第九章
Rev 9:1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

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
坑*的钥匙赐给他。
Rev 9:2 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
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Rev 9:3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
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
蝎子的能力一样。
Rev 9:4 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
启示录 (启) Rev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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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
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
神印记的人。
Rev 9:5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
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
就像蝎子螫人的痛苦一样。
Rev 9:6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
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
们。
Rev 9:7 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
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
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Rev 9:8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
像狮子的牙齿。
Rev 9:9 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
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
上阵的声音。
Rev 9:10 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
毒钩能伤人五个月。
Rev 9:11 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
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
顿、希利尼话、名叫亚玻伦。
Rev 9:12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
两样灾祸要来。
Rev 9:13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
见有声音、从 神面前金坛的四
角出来、
Rev 9:14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
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
四个使者释放了。
Rev 9:15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
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
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Rev 9:16 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
目我听见了。
Rev 9:17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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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
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
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
马的口中出来。
9:18
Rev 9:18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
创 19:24
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
9:20
启 22:11
一。
Rev 9:19 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 10:1
9:16
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 创
出 13:21
申 1:33
头用以害人。
Rev 9:20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 10:3
约 7:37
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10:4
出 20:18
12:29
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 约
赛 29:11
石、的偶像。
10:7
Rev 9:21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 林前
15:52
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10:9*

第十章
Rev 10:1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

创 3:14
罗 16:18
腓 3:19
利 11:42

延了〕
Rev 10:7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

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
了、正如 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
知的佳音。
Rev 10:8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
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
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
卷取过来．
Rev 10:9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
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
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
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Rev 10:10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
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
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
苦了。
Rev 10:11 天使〔原文作他们〕对我
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
再说预言。

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 10:10
第十一章
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 结 3:3
Rev 11:1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
柱．
10:11
太 11:13
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
Rev 10:2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
11:1*
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
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撒下 8:2
的人、都量一量*。
Rev 10:3 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 结 40:3
亚 2:1-2
Rev 11: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
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
11:2
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
Rev 10:4 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 但 7:25
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启 13:5 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
月。
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 11:3*
诗 30:11
Rev 11:3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来。
a*
11:4*
Rev 10:5 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 世界之主 穿着麻衣 、传道一千二百六十
原文作:全 天
。
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
地的主.参
看:
Rev 11:4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Rev 10:6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
亚 4:14
*
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 约 14:30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 面前
林后 4:4
的。
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
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耽
His Faith

a Rev 11:3 麻衣 savkkou" 和合本译作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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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11:5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

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
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Rev 11:6 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
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
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
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Rev 11:7 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
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
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Rev 11:8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
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
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
十字架之处。
Rev 11:9 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
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Rev 11:10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
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
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
痛苦。
Rev 11:11 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
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
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
Rev 11:12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
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
的仇敌也看见了。
Rev 11:13 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
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
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 神。
Rev 11:14 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
灾祸快到了。
Rev 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
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
启示录 (启) Rev 第十二章

11:5
利 10:2
民 16:35
王下 1:10
启 20:9

11:6
申 11:17
出 7:17

11:7
但 12:7

11:8
太 27:33
罗 6:6; *
路 13:26

11:15
太 6:10
路 11:2
太 24:31

11:18
启 20:12

11:19
耶 3:16
结 28:16
西 2:14

12:1
创 1:16
创 37:9

12:2
创 3:16
加 4:27

12:3*
出 25:34
-35

12:4
太 2:13

12:5
诗 2:9
弥 5:3

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
到永永远远。
Rev 11:16 在
神面前、坐在自己位
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
敬拜 神、
Rev 11:17 说、昔在今在的主
神、
全能者阿、我们感谢你、因你执
掌大权作王了。
Rev 11:18 外邦发怒、你的忿怒也临
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
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
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
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Rev 11:19 当时
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
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第十二章
Rev 12:1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

个女人a、身披日头、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Rev 12:2 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
中疼痛呼叫。
Rev 12:3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
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
着七个冠冕。
Rev 12:4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
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
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女人面前、等
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b
Rev 12:5 这女人曾生 了一个男孩
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
的．〔辖管原文作牧〕他的孩子已
a Rev 12:1 女人 gunhV 和合本译作妇人, 下同 Rev
12:4, 5, 6, 13, 14, 15, 16, 17
b Rev 12:5 这女人曾生 kaiV e[teken uiJon
V a[rsen
和合本译作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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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到 神宝座那里去了。
Rev 12:6 女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
有 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
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Rev 12:7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
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
同他的使者去争战．
Rev 12:8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
他们的地方。
Rev 12:9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
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
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
一同被摔下去。
Rev 12:10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
说、我 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
了．因为那在我们 神面前昼夜
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
了。
Rev 12:11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
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
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Rev 12:12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罢．只是地与海有祸
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
多、就气忿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
了。）
Rev 12:13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
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女人。
Rev 12:14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赐给女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
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
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Rev 12:15 蛇就在女人身后、从口中
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女人冲

去。
12:6,14
亚 5:5-11
启 17:3
申 32:11

12:7*
但 10:13
犹 1:9

12:9
路 10:18

12:12
太 6:10

12:14
亚 5:5-1

12:16
太 2:20
民 16:31

12:17*
创 22:17
创 3:15
赛 1:4
太 3:7

13:2
但 7:3

13:7
但 7:25

13:8
启 17:8
出 32:32

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原文作河〕
Rev 12:17 龙向女人发怒、去与其余
他的后裔b争战、这后裔就是那
守 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第十三章
Rev 13:1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

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
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
号。
Rev 13:2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
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
柄、都给了他。
Rev 13:3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
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
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
兽．
Rev 13:4 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
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
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
Rev 13:5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
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
而行四十二个月。
Rev 13:6 兽就开口向
神说亵渎的
话、亵渎 神的名、并他的帐
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Rev 13:7 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
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伏
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Rev 13:8 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被
b Rev 12:17 他的后裔 tou' spevrmato" aujth'" 或
作她的后裔. 参看 Gen 3:15 女人(她)的后裔.
和合本译作他...的儿女

a Rev 12:5 已被提到 hJrpavsqh 和合本译作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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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12:16 地却帮助女人、开口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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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从创世之初被杀之羔羊生
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a
Rev 13:9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Rev 13:10 命定被掳掠的必被掳掠．
命定被刀杀的、必被刀杀b。圣徒
的忍耐和信实c、就是在此。
Rev 13:11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
地中上来．有两角如同羊羔、说
话好像龙。
Rev 13:12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
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
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
的头一个兽。
Rev 13:13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
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Rev 13:14 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
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
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
兽作个像。
Rev 13:15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
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
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Rev 13:16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
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
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Rev 13:17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
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
买卖。

Rev 13:18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
13:10
耶 15:2
耶 43:11

13:13
太 24:24
帖后 2:9

13:18*
王上
10:14

a Rev 13:8 凡住... kaiV proskunhvsousin aujtoVn
pavnte" oiJ katoikou'nte" ejpiV th'" gh'", ou| ouj
gevgraptai toV o[noma aujtou' ejn tw'/ biblivw/ th'"
zwh'" tou' ajrnivou tou' ejsfagmevnou ajpoV
katabolh'" kovsmou. 和合本译作凡住在地上、名
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
的人、都要拜他。
b Rev 13:10 命定被掳... ei[ ti" eij" aijcmalwsivan,
eij" aijcmalwsivan uJpavgei: ei[ ti" ejn macaivrh/
ajpoktanqh'nai aujtoVn ejn macaivrh/ ajpoktanqh' nai. 和合本译作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
的、必被刀杀
c Rev 13:10 信实 hJ pivsti" 和合本译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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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
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
十六*。

第十四章
Rev 14:1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

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
额上。
Rev 14:2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
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
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
的琴声。
Rev 14:3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
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
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
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Rev 14:4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
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那里
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
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
神和羔羊。
Rev 14:5 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
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Rev 14:6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
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
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
各民．
Rev 14:7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
神、
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
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
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Rev 14:8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
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Rev 14:9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
FOJ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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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
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
记、
Rev 14:10 这人也必喝
神大怒的
酒、此酒斟在 神忿怒的杯中纯
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
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Rev 14:11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
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
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Rev 14:12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
守 神的诫命、和耶稣的信实a。
Rev 14:13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
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
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Rev 14:14 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
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
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
刀。
Rev 14:15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
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
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
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
稼已经熟透了。
Rev 14:16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
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
了。
Rev 14:17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
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
Rev 14:18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
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
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

14:15
太 9:38
太 13:30

14:19*
赛 5:7
哀 1:15
士 13:14

15:2
但 3:25

第十五章
Rev 15:1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

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
了的七灾．因为 神的大怒在这
七灾中发尽了。
Rev 15:2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
中有火搀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
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 神的
琴．
Rev 15:3 唱
神仆人摩西的歌、和
羔羊的歌、说、主 神、全能者
阿、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
之王阿、〔世或作国〕你的道途义
哉、诚哉。
Rev 15:4 主阿、谁敢不敬畏你、不将
荣耀归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
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
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
了。
Rev 15:5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
法柜的殿开了．
Rev 15:6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
麻衣〔细麻衣有古卷作宝石〕、胸
间束着金带。
Rev 15:7 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 神大怒的七

a Rev 14:12 他们... oiJ throu'nte" taV" ejntolaV"
tou' qeou' kaiV thVn pivstin jIhsou'. 和合本译作
他们是守 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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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
为葡萄熟透了。
Rev 14:19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
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
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Rev 14:20 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
从酒醡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
环、远有六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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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
Rev 16:11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
Rev 15:8 因
神的荣耀、和能力、殿 16:1
疮、就亵渎*天上的 神、并不悔
结 9:7
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
改所行的。
16:2
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 出 9:9 Rev 16: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
撒上 5:9
灾完毕了。
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
伯 2:7
路 16:20 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
提后 2: 17
第十六章
路。
Rev 16:1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 16:4
Rev 16:13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出 7:17
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
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
16:10
把盛 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出 10:21 的口中出来．
Rev 16:2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 16:11* Rev 16:14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
、
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 太 12:24 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 16:15
神全能者的大日聚
太 22:11 叫他们在
启 19:8
上。
集争战。
Rev 16:3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
16:21
Rev 16:15（看哪、我来像贼一样。
出 9:18
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
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
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
Rev 16:4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
了。）
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
Rev 16:16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
了。
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
Rev 16:5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
多顿。
说、昔在今在的圣者阿、你这样
Rev 16: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
判断是公义的．
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
Rev 16:6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
出来、说、成了．
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
Rev 16:18 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
们所该受的。
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
Rev 16:7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
这样大这样利害的地震。
说、是的、主 神、全能者阿、你
Rev 16:19 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
的判断义哉、诚哉。
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
Rev 16:8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
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
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酒杯递给他。
Rev 16:9 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
Rev 16:20 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
有权掌管这些灾的 神之名、并
不见了。
不悔改将荣耀归给 神。
Rev 16:21 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
Rev 16: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
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一
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
他连得约有九十斤〕．为这雹子的
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启示录 (启) Rev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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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极大、人就亵渎

神。

留。
Rev 17:11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

第十七章
Rev 17:1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17:1*
耶 3:6-8

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
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Rev 17:12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
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
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
一样。
Rev 17:13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
能力权柄给那兽。
Rev 17:14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
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
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
是蒙召被选有信实的a、也必得
胜。
Rev 17:15 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
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
多国多方。
Rev 17:16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
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
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
尽。
Rev 17:17 因为
神使诸王同心合
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
给那兽、直等到 神的话都应验
了。
Rev 17:18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
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 耶 3:11
耶 3:14
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 结 16 章
结 23 章
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启2章
Rev 17:2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 启 3 章
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17:3
启 12:14
Rev 17:3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 启 13:1
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 亚 5:11
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 17:8
启 13:8
出 32:32
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诗 69:28
Rev 17:4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 赛 4:3-4
4:3
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 腓
启 3:5
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 启 20:12
启 21:27
*启 20:3
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
Rev 17:5 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 17:15
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 亚 5:11
18:1
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出 34:29
Rev 17:6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
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
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希奇。
Rev 17:7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希
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他的
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
Rev 17:8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
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
第十八章
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
Rev 18:1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
*
再有的兽 、就必希奇。
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
Rev 17:9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他的荣耀发光。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Rev 18:2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
Rev 17:10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
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
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
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
a Rev 17:14 信实的 pistoiv. 和合本译作忠心的
Hi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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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或作牢狱下同〕、并各样污秽可
憎之雀鸟的巢穴。
Rev 18:3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
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
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
就发了财。
Rev 18:4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
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
受的灾殃．
Rev 18:5 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Rev 18:6 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
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
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
喝。
Rev 18:7 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
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
他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
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
Rev 18:8 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
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
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 神大有能力。
Rev 18:9 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
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哀号．
Rev 18:10 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
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
城、坚固的城阿、一时之间你的
刑罚就来到了。
Rev 18:11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
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
货物了．
Rev 18:12 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
启示录 (启) Rev 第十八章

18:4
创 19:15
赛 48:20
赛 52:11
耶 6:1
耶 38:2
耶 50:8
亚 2:7
太 24:16
*启 11:8

18:7
结 16:13

18:8
赛 47:9
*摩 8:11

18:12
启 18:16
启 21:19
启 21:21

18:17
结 27:32

18:21
耶 51:64

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
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
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
铁、汉白玉的器皿、
Rev 18:13 并肉桂、豆蔻、香料、香
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
牛、羊、车、马、和人的肉体与灵
魂a。
Rev 18:14 巴比伦哪、你所贪爱的果
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
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
毁灭、决不能再见了。
Rev 18:15 贩卖这些货物、藉着他发
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
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
Rev 18:16 哀哉、哀哉、这大城阿、素
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
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
妆饰．
Rev 18:17 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
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
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
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
Rev 18:18 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
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
Rev 18:19 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
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
这大城阿．凡有船在海中的、都
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
之间就成了荒场。
Rev 18:20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
知阿、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
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Rev 18: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
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
a Rev 18:13 人的... swmavtwn, kaiV yucaV" ajnqrwvpwn. 和合本译作奴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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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
猛力的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
了。
Rev 18:22 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
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
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
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
能再听见．
Rev 18:23 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
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
中间决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
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
的邪术迷惑了。
Rev 18:24 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
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
了。

18:24
太 23:35

19:7
太 22:2
何 3:1-5
太 25:1

19:8
太 22:11
西 3:12

19:12*
启 3:12

19:13
赛 63:3

第十九章
Rev 19:1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

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
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
权能、都属乎我们的 神．
Rev 19:2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
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
血的罪、给他们伸冤。
Rev 19:3 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
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Rev 19:4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
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 神、
说、阿们、哈利路亚。
Rev 19:5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哪、凡敬畏他的、无
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 神。
Rev 19:6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 神、
His Faith

全能者、作王了。
Rev 19:7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
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
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Rev 19:8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
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
Rev 19:9 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这是 神真实的话。
Rev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
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
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
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 神．因
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
见证。
Rev 19:11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
匹白马．骑在马上的、被称为信
实的和真实的a．他审判争战都
按着公义。
Rev 19: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
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
*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Rev 19:13 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
的名称为 神之道。
Rev 19:14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
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
随他。
Rev 19:15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
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
们〔辖管原文作牧〕．并要踹全能
神烈怒的酒醡。
Rev 19: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
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Rev 19:17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
a Rev 19:11 被称... (kalouvmeno") pistoV" kaiV ajlhqinov", 和合本译作称为诚信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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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
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 神的大
筵席．
Rev 19:18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
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
肉。
Rev 19:19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
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
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
Rev 19:20 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
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
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
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
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Rev 19:21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
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
们的肉。

第二十章
Rev 20:1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

19:20
利 17:14
约 6:54
约 6:63

19:21
创 40:19
太 24:28

20:1*
路 8:31
启 9:1
箴 30:15

20:2
太 12:29

20:3
启 9:2
启 17:8
箴 3:15

20:4
启 6:9
太 27:53
弗 2:6

20:5*
约 6:39
约 6:40
约 6:44
约 6:54

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
20:9
一条大链子。
利 10:2
Rev 20:2 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 民 16:35
王下 1:10
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绑一 启 11:5
千年、
Rev 20:3 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
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
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
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Rev 20:4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
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
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
稣作见证、并为 神之道被斩者
的魂a、他们没有拜过兽与兽像、
a Rev 20:4 魂 taV" yucaV" 和合本译作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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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的
印记．b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
同作王一千年。
*
Rev 20:5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
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
年完了。
Rev 20: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
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
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 神
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
作王一千年。
Rev 20:7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从
监牢里被释放、
Rev 20:8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
国、〔方原文作角〕就是歌革和玛
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
数多如海沙。
Rev 20:9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
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
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Rev 20:10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
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
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
苦、直到永永远远。
Rev 20:11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
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
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Rev 20:12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
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
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
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
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
b Rev 20:4 他们... kaiV oi{tine" ouj prosekuvnhsan
toV qhrivon oujdeV thVn eijkovna aujtou' kaiV oujk
e[labon toV cavragma ejpiV toV mevtwpon kaiV ejpiV
thVn cei'ra aujtw'n. 和合本译作和那没有拜过兽
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
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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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子。

Rev 20:13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Rev 21:8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Rev 20:14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
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Rev 20:15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
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
也不再有了。
21:7
Rev 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太 25:34
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 20:15*
32:32
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 出
诗 69:28
赛 4:3-4
夫。
腓 4:3
Rev 21: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 启 3:5
启 13:8
来说、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
启 17:8
20:12
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 启
启 21:27
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
在、作他们的 神．
Rev 21:4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
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Rev 21:5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
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信实的a、是真实的。
Rev 21:6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
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
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
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Rev 21:7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
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儿

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
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Rev 21:9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
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
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
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Rev 21:10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
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 神
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指示我。
Rev 21:11 城中有
神的荣耀．城的
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
玉、明如水晶．
Rev 21:12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
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
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Rev 21:13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
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Rev 21:14 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
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Rev 21:15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
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
Rev 21:16 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
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一万两
千斯达定b．长宽高都是一样。
Rev 21:17 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
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
四十四肘。
Rev 21:18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
的、如同明净的玻璃。
Rev 21:19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

a Rev 21:5 信实的 PistoiV 和合本译作可信的

b Rev 21:16 一万两千斯达定 stadivwn dwvdeka
ciliavdwn, 和合本译作四千里（约 2400 公里）

第二十一章
Rev 21: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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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赛 65:17

21:2
加 4:26
来 11:16
来 12:22
启 21:9
太 25:1

21:6
启 1:8
启 2:8
赛 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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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
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
四是绿宝石．
*
Rev 21:20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
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
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
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
是紫晶。
Rev 21:21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
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Rev 21:22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Rev 21:23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 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
为城的灯。
Rev 21:24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
与那城。
Rev 21:25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
里原没有黑夜*。
Rev 21:26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
归与那城。
Rev 21:27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
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Rev 22:3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

21:20
*创 2:12
启 21:14

21:21
*创 2:12
启 21:12

21:24
赛 35:8

21:25*
赛 21:12

22:1
结 47:1

22:2
结 47:12

22:5
赛 60:19

22:11
启 9:20

22:13
启 1:8
启 2:8
启 21:6
赛 48:12
来 12:2

第二十二章
Rev 22: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

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
晶、从 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
来。
Rev 22: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
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
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
医治万民。
启示录 (启) Rev 第二十二章

有 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
都要事奉他．
Rev 22:4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Rev 22:5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
灯光日光．因为主 神要光照他
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
远。
Rev 22:6 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
信实的、是真实的a．主就是众先
知被感之灵的 神、差遣他的使
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
人。
Rev 22:7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
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Rev 22:8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
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
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
Rev 22:9 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
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
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
的．你要敬拜 神。
Rev 22:10 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
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Rev 22:11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
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
他仍旧圣洁。
Rev 22:12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
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Rev 22: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我是终。
Rev 22: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
a Rev 22:6 是信实的、是真实的 pistoiV kaiV ajlhqinoiv, 和合本译作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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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
里、也能从门进城。
Rev 22:15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
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Rev 22:16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将
这些有关众会众的事向你们证
明a。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
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Rev 22:17 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
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
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
水喝。
Rev 22:18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
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
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Rev 22:19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
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
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b
Rev 22:20 证明这事的说、是的 ．我
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
你来。
Rev 22:21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
圣徒同在。阿们。

22:16
申 31:19

22:18
申 4:2
申 12:32
但 9:24
约二 1:12
约三 1:13

a Rev 22:16 将这些有... marturh'sai uJmi'n tau'ta
ejpiV tai'" ejkklhsivai".和合本译作为众教会将这
些事向你们证明
b Rev 22:20 是的 naiv, 和合本译作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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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年谱 (Biblical Time Line)
Time 1:1

事件
创造天地
造亚当
亚当生塞特
拉麦生挪亚
洪水泛滥
他拉生亚伯兰
挪亚去世
亚伯兰出哈兰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下埃及
以色列出埃及
所罗门建殿

建殿完工
圣殿被毁
出令重建圣殿
圣殿重建完工
耶路撒冷重建完工
耶稣降生

受膏君被剪除,复活

AM/BCa
时间尚未被造
第 6 天/4115
130/3986
1056/3060
1656/2460
1948/2168
2006/2110
2023/2093
2048/2068
2108/2008
2238/1878
2668/1448

经文
注释
创 1:1
创 1:26
创 5:3
创 5:28-29
创 7:6
创 11:26
创 9:29
创 12:4
创 21:5
创 25:26
创 47:9
出 12:40-41 参看: 创 47:9 雅各 130 岁下埃及:
AM 2238+430=AM2668
3148/968
王上 6:1
以色列出埃及后 480 年:
参看: 出 12:41 (以色列出埃及:
AM 2668 +480=AM3148)
3155b/961
王上 6:38
3530/587-586 王下 25:8-9
3600/517-516 但 9:1-2
3649/468~467 但 9:25
4083/34~33 但 9:26
4116/AD1
路 2:37
路 2:37: 亚拿寡居 84 年预表神
的儿女等候救恩降临,已经等了
八十四个禧年 49x84=AM4116.
4153/AD37 但 9:24-27c 但 9:24 七十个七,引进永义:
路 24:6
3600+7*7+62*7+70=AM4153.
耶 52:31

AM: Anno Mundi or Year After Creation 创世纪元: AM 表示从创世以来的年数.
BC: Before Christ, 西元前,或主前
AD: anno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西元,或主后
a 西元年份乃估算年份,并未确定,一切以经文为主.
b 王上 6:38 (AM3155) 之后的年份为估算年份仅供参考.
c 但 9:27: 一七之内与一七之半: 这一七可以是:(1)七小时: 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约七小时.

可 15:25,太 27:46; 太 27:45:遍地都黑暗了:一七(小时)之半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
的〕(黑暗) 如飞而来; (2) 七天:耶稣死后三天复活,所以耶稣是在一七(天)之半被钉; (3) 七
个月:耶稣被钉(逾越节)至赎罪日(住棚节)共七个月,一七(个月)之内坚定盟约,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赎尽罪孽;(4)七年:耶稣传道三年半,所以耶稣是在一七(年)之半被钉;(5)七十年,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路 3:23),传道三年半,所以耶稣是在一七(七十年)之半被钉;
(6)七百年:第一次圣殿建成至被拆毁约一七(七百年)之半;(7)七千年:圣殿预表耶稣的身体,
圣殿在一七(七千年)之半(AM3530)第一次被拆毁.阿们.

列王年表 (Kings)
Kings 1:1

犹大王
1. 罗波安
2. 亚比央
3. 亚撒

4. 约沙法
5. 约兰
6. 亚哈谢
7. 亚他利雅
8. 约阿施
9. 亚玛谢
10. 亚撒利雅
(乌西雅)

11. 约坦
12. 亚哈斯
13. 希西家
14. 玛拿西
15. 亚们
16. 约西亚
17. 约哈斯
18. 以利亚敬
19. 约雅斤
20. 玛探雅
耶路撒冷被
巴比伦攻陷

BCa(执政年数)
经文
经文
以色列王 BCa(执政年数)
931-914 (17) 王上 14:21 1. 耶罗波安 931-910 (22) 王上 14:20
914-911 (3) 王上 15:1-2
911-870 (41) 王上 15:9-10 2. 拿答
910-909 (2) 王上 15:25
909-886 (24) 王上 15:33
3. 巴沙
886-885 (2) 王上 16:8
4. 以拉
5. 心利
885 (7 天)
王上 16:15
885-880* (5) 王上 16:21
6. 提比尼
885-874* (12) 王上 16:23
7. 暗利
871-846* (25) 王上 22:42 8. 亚哈
874-853* (22) 王上 16:29
854-842* (8) 王下 8:16-17 9. 亚哈谢
854-853* (2) 王上 22:51
842-841 (1) 王下 8:25-26 10. 约兰
853-841 (12) 王下 1:17,3:1
841-835 (6) 王下 11:1-3 11. 耶户
841-813 (28) 王下 10:36
835-795 (40) 王下 12:1
813-796* (17) 王下 13:1
12. 约哈斯
796-767* (29) 王下 14:1-2 13. 约阿施
798-782* (16) 王下 13:10
789-737* (52) 王下 15:1-2 14. 耶罗波安 792-751* (41) 王下 14:23
15. 撒迦利雅 751-750 (6 月)王下 15:8
16. 沙龙
750 (1 月)
王下 15:13
750-740
(10)
17. 米拿现
王下 15:17
740-738 (2) 王下 15:23
18. 比加辖
738-718* (20) 王下 15:32 19. 比加
738-718 (20) 王下 15:27
730-714* (16) 王下 16:1-2 20. 何细亚
718-709 (9) 王下 17:1
715-686 (29) 王下 18:1-2 以色列被掳到 709
王下 17:6
697-642 (55) 王下 21:1
亚述
642-640 (2) 王下 21:19
640-609 (31) 王下 22:1
609 (3 月)
王下 23:31
609-598 (11) 王下 23:34-36 以利亚敬又名约雅敬(王下 23:34)
598-597 (3 月)王下 24:8
约雅斤出城投降巴比伦王(王下 24:12)
597-587 (11) 王下 24:18 玛探雅又名西底家(王下 24:17)
587~586
王下 25:8

*:列王执政年份有重叠者称为共同执政(co-regency)

a

列王执政西元年份乃估算年份,并未确定,一切以经文为主.

先知年表 (Prophets)
Prophets 1:1
BCa
1007
970
931

先知
撒母耳
拿单
亚希雅 (王上 11:29)

犹大王/以色列王
扫罗
大卫
所罗门
1. 罗波安
1. 耶罗波安
2. 亚比央
2. 拿答
3. 巴沙
4. 以拉
3. 亚撒
5. 心利
6. 提比尼
7. 暗利
4. 约沙
8. 亚哈
法
5. 约兰
9. 亚哈谢
6. 亚哈
10. 约兰
谢
7. 亚他利雅
11. 耶户

先知

以利亚

米该雅

以利沙

8. 约阿施
9. 亚玛谢

715

587~
517~
1AD

a

12. 约哈斯
13. 约阿施
14. 耶罗波安
约拿
阿摩司
王下 14:25
15. 撒迦利雅
10. 亚撒利雅
16. 沙龙
(乌西雅)
17. 米拿现
以赛亚
何西阿
18. 比加辖
11. 约坦
19. 比加
12. 亚哈斯
20. 何细亚
弥迦
以色列被掳到
13. 希西家
亚述 (709 BC)
14. 玛拿西
15. 亚们
西番雅
16. 约西亚
*年份未确定之先知有:
约珥, 俄巴底亚, 那鸿,
17. 约哈斯
哈巴谷.
18. 以利亚敬
耶利米
这些先知可能是在犹大
19. 约雅斤
快被灭之前出现的,年份
20. 玛探雅
但以理
以西结
约在约哈斯王至玛探亚
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
(西底家)王之间.
以斯拉 尼希米 以斯帖

哈该
耶稣基督降世

西元年份乃粗略估算之年份,并未确定,一切以经文为主.

撒迦利亚

玛拉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