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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ꂿꄠꄯꒉꂴꁬꌠ 

提摩太前书 

 
ꋬꂻꄜ 问候 

1 ꉪꈭꋏꌋꏃꃅꌋꀕꆀꉪꉘꇉꅍ

ꏢꄖꑳꌠꁵꅇꇬꈴꄉ，ꏢꄖꑳꌠ 
1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

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 
ꁆꄻꊩꌺꄻꌠꀧꇊ，2ꄯꒉꁱꑇꐨꇬꄉ

ꉠꌺꇯꍝꀕꌠꐛꌠꄜꂿꄠꁵ。 
使徒的保罗，2写信给那因信主
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ꑆꊋ、ꉈꁒꑓꊰ、ꋬꂻꑠꏃꃅ

ꌋꀉꄉꌋꆀꉪꌋꏢꄖꑳꌠꄷꄉꆏꊌꅊ

ꇈ。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
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ꇗꅉꃶꀋꐚꌠꋓꉪꁨꄉ 防备假道 
3ꉢꂷꐕꄓꉜꄉꁦꄮꇬ，ꉢꅽꏯꉉ

ꋺ，ꆏꄡꇗꑱꃛꌙꐥꄉ，ꊿꀊꋨꈍꑋ

ꑹꏭꑇꇐꎎꌠꁊꀋꉆꄷꊡꄉꉉ，4ꅇꂷ

ꇁꀦꀋꐥꌠꌋꆀꊿꋊꀋꃷꎵꌠꑠꑌꅲ

ꀋꉆꄷ；ꌤꋋꈨꀂꏽꆹꅔꀥꌠꀉꄂꇫ

ꅐꇁ，ꊾꄜꎟꄉꊿꁳꏃꃅꌋꑷꈓꏲꊿ

ꉽꂷꄻꎻꌠꑠꇫꅐꀋꇁ。5ꄚ，ꁵꅇꏓ

ꅉꏡꅉꆹꉂꐪꉬ，ꉂꐪꆹꐙꎴꀕꌠꉌ

ꃀ、ꈴꄿꌠꉌꂵꌋꆀꀋꎪꀋꑴꌠꑇꐨ

ꉌꊋꇬꄉꅐꇁꌠꉬ。6ꊿꋍꈨꋋꈨꋍ

ꑠꇬꄉꐞꁧ，ꀱꌊꅇꈥꉐꈣꉉ；7ꋀꊇ

ꆹꄹꏦꂘꃀꄻꏾ，ꄚ，ꋀꈁꉉꈀꈻ

3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
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
几个人不可传异教，4也不可听
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
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帮
助实现神的计划（“计划”原文也可作

“培训”），这计划是凭着信心才能
实现的。5但命令的总归就是
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
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
的。6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
浮的话，7想要作教法师，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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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ꈀꈌꈀꍣꌠꋀꊨꏦꂯꇫꐞꀋ

ꉅ。 
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
的。 

8ꊿꋭꋽꃅꄹꏦꌬꑲꆏ，ꄹꏦꑴꅉ

ꆹꉾꃪꌠꉬꌠꉪꅉꐚ；9ꑞꃅꆏ，ꄹꏦꆹ

ꑖꊿꎁꃅꄻꄉꌠꀋꉬꃅ，ꊿꄹꏦꀋꐥ

ꌠꌋꆀꌊꃅꌋꑽꌠ、ꌋꀋꉪꌋꀋꏣ

ꌠꌋꆀꑽꃤꐆꌠ、ꀋꌃꀋꎔꌠꌋꆀ

ꋧꃅꊂꈹꌠ、ꀿꃀꌉꌠꌋꆀꊿꌉꊾ

ꆳꌠ、10ꎼꃅꃏꑽꌠꌋꆀꁦꋠꁦꋠꎹ

ꌠ、ꊿꃵꊾꋠꌠꌋꆀꈱꅇꏅꅇꉉ

ꌠ、ꅇꏤꃶꀋꐚꌠꒃꌠ，ꉈꑴꀉꁁꌤ

ꋍꑞꋍꑵꇗꅉꃶꐚꌠꇬꄙꌠꑠꎁꃅꄻ

ꄉꌠꉬ。11ꑠꆹꌌꀮꄑꉆꌠꏃꃅꌋꏮ

ꉢꇯꄉꌠꌒꅇꀑꒉꑊꒉꇬꈴꄉꉉꌠ

ꉬ。 

8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合宜；9因为律法不
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
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
杀人的，10行淫和亲男色的，抢
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
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
立的。11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
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ꎭꃅꉈꌠꐛꅹꃅꏃꃅꌋꏭꈀꎭꀕ 感谢神的怜悯 
12ꉡꆹꊋꃤꄻꉢꁳꌠꉪꌋꑳꌠꏢ

ꄖꏭꈀꎭꀕ，ꑞꃅꆏ，ꉢꋌꉜꌊꀋꎪ

ꀋꎙꌠꃅꄉ，ꉢꋌꁆꌌꋋꀨꎹ。13ꉢ

ꂴꏭꆹꏃꃅꌋꍍꋉꄸꄀꌠ、ꊾꆼꍅꆹ

ꆋꌠ、ꊿꄱꊾꐳꌠꉬ；ꄚ，ꉈꁒꑓꊰ

ꌠꉢꊌꀐ，ꑞꃅꆏ，ꌤꉢꈀꃅꈧꌠꆹꉢ

ꑇꑌꀋꑇ、ꐝꑌꇫꐞꀋꉅꄮꇬꃅ

ꌠ。14ꄷꀋꁧ，ꉠꌋꑆꊋꆹꀊꅰꃅꂵ

ꇤꀕꄉ，ꉢꁳꏢꄖꑳꌠꇬꄉꑇꐨꉌꊋ

ꌋꆀꉂꏣꑌꎻ。15“ꏢꄖꑳꌠꋧꃅ

ꋋꂷꇬꇁꌠꆹꑽꊿꈭꋏꇁꂿꄷꌠꉬ”

ꄷꅇꂷꋋꇬꆹꑇꉆꌠꉬ，ꉬꇮꃅꊪꊊ

ꉆꌐꌠꉬ。ꑽꊿꈬꇬ，ꉡꆹꑽꃤꆈꒉ

ꀕꂶꌠꉬ，16ꄚ，ꉡꆹꉈꁒꑓꊰꌠꊌ

ꀐ，ꑠꆹꑳꌠꏢꄖꉢꊿꑽꃤꆈꒉꀕꋋ

12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
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
心，派我服事他。13我从前是亵
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
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
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
的。14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
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
和爱心。15“基督耶稣降世，为
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
是个罪魁，16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
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
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17但愿



ꄜꂿꄠꄯꒉꂴꁬꌠ  2 652 提摩太前书  2 

 

 

ꂷꇭꀧꇬꄉ，ꋍꋰꄿꌠꈀꐥꃅꄻꊿꀦ

ꂿꄷꌠ，ꑠꃅꄉ，ꌌꊁꇁꋍꑍꊿꋌꑅꄉ

ꐩꋊꐩꍂꀑꇬꊌꈧꌠꌶꀠꄻꎻ。17ꐤ

ꒉ、ꀑꒉꑊꒉꆹꄻꍹꐛꀠꐙꇁꀋꉆ

ꌠ、ꊌꂿꀋꉆꌠ、ꐩꋊꃰꃅ、ꀉꄂ

ꀕꌠꏃꃅꌋꁵꅷꐩꋊꐩꍂꄮꑟꅊ

ꇈ。ꀊꂱ。 

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
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8ꉠꌺꄜꂿꄠꀋ！ꉡꆹꂴꏭꆏꄎꄉ

ꉉꌠꅉꄜꅇꈧꌠꇬꈴꄉ，ꁵꅇꋋꏢꏮ

ꆏꇯ，ꑠꃅꄉ，ꆏꁳꎔꇁꃨꌠꉈꈽꈬꇬ

ꄉꊋꐛꉆꎻ，19ꅉꀕꃅꑇꐨꉌꊋꌋꆀ

ꈴꄿꌠꉌꂵꑌꇬꎷ。ꊿꊨꏦꈴꄿꌠ

ꉌꂵꋀꇵꇫꎭꌠꆏ，ꇗꅉꇯꍝꌠꀂꏽ

ꇬ，ꋀꆹꆳꂾꆿꐛꀐꌠꌡ。20ꋀꈬꄔ

ꇬꑟꂰꆾꌋꆀꑸꆀꎭꄊꑋꆹꊿꑠꃅꐙ

ꑠꑍꂷꉬ，ꋍꑊꉢꏮꌑꄉꁵꄉꋍꑊꁳ

ꑗꉘꊝꎻ，ꉈꑴꍍꋉꄸꄀꌠꀋꃅꀐ。 

18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
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
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19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
同船破坏了一般。20其中有许米
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
交给撒但，使他们受责罚，就
不再谤讟了。 

 

ꈼꂟꃆꂮꄐꂘ 关于祷告的教导 

2 ꉢꅽꏯꉉ，ꂴꇬꂾꆏꊿꄙꇁꃪꌠ

ꎁꃅꇖꂟ、ꈼꂟ、ꌞꎁꃅꈼ 2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
求、祷告、代求、祝谢；  

ꂟ、ꈀꎭꀕ；2ꀊꅰꃅꃰꃅꌋꆀꊿꌅ

ꈌꐥꌠꎁꃅꈼꂟꄉ，ꉪꊇꁳꌋꉪꌋꏡ

ꄉꉥꑣꀕꃅ、ꋬꂻꄮꐽꃅꇫꐥꉆ

ꎻ。3ꑠꆹꉾꃪꌠ，ꏃꃅꌋꉪꈭꋏꌋꂶ

ꌠꉌꃹꃅꇫꊪꌠꉬ。4ꋌꊿꈀꐥꌠꁳ

ꈭꋏꊌ、ꇗꅉꇯꍝꌠꐝꉅꎻꏾ。5ꑞ

ꃅꆏ，ꏃꃅꌋꆹꋍꂷꀉꄂꐥ，ꏃꃅꌋꀕ

ꆀꃰꊿꇢꆣꉆꊿꑌꋍꂷꀉꄂꐥ，ꋋꆹ

ꏢꄖꑳꌠꉬ；ꏢꄖꑳꌠꆹꃰꊿꉬ；6ꋌ

ꋍꊨꏦꀑꇬꁮꄉ，ꃰꊿꇬꈀꐥꌠꑽꃤ

ꋊꁌꃅꀐ，ꃅꑍꑞꄮꇬꆏ，ꌤꋌꐘꊩꀽ

2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
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地度日。3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4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5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
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成为
人的基督耶稣；6他舍了自己做
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
证明出来了。7我为此奉派，作
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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ꅐꇁꀐ。7ꉡꆹꋋꐛꅹꃅꁆꌌꇗꅉꄜ

ꁊꌠ、ꁆꄻꊩꌺ、ꉇꉻꊿꂘꃀꑠꄻ

ꄉ，ꋀꉗꋀꂘꄉꑇꎻ，ꇗꅉꇯꍝꌠꌷ

ꎻ；ꅇꂷꉢꉉꌠꆹꇯꍝꌠꉬ，ꈱꅇꏅꅇ

ꀋꉬ。 

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
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
言。 

8ꉡꆹꁦꋠꈧꌠꇨꇅꀋꃃ，ꐯꀋꊨ

ꐯꀋꏈꃅ（“ꐯꊨꐮꏈ”ꅀ“ꉌꉪꄅ”ꃄꑌ

ꄿ），ꌃꎔꌠꇇꐕꌊꄉꇿꇬꄉꑌꈼꂟꑟ

ꁈ。9ꉈꑴꌋꅪꑌꎲꁨꄏꁦ、ꊨꏦꈯ

ꊨꏦꌅ，ꀍꏶꀕ、ꏂꅪ、ꍗꀕꑠꌌ

ꅑꃚꅑꅺꃅꄡꄉ，ꃢꈜꁌꇨꌠꄡꈚ

ꃅ，ꃢꈜꋽꈭꀕꌠꈚꑟꁈ；10ꂄꃅꎔꏿ

ꌠꑠꑲꆀꊨꏦꆹꏃꃅꌋꏦꃪꌠꉬꄷꌠ

ꌋꅪꌋꆀꐯꋭ。11ꌋꅪꆹꇗꄃꀕꃅꇗ

ꅉꌷ，ꑞꑌꅇꃅꇬꎷ。12ꉢꌋꅪꁳꊿ

ꂘꀋꎽ，ꋌꁳꑌꁦꋠꄩꏲꀋꎽ，ꋌꁳꇗ

ꄃꂷꑌꎻ。13ꑞꃅꆏ，ꂴꑸꄉꄻ，ꊁ

ꑤꊅꄻ；14ꄷꀋꁧ，ꁮꏂꇱꊏꅰꅞꇈꉔ

ꑽꃤꇬꃹꂶꌠꆹꑸꄉꀋꉬꃅꑤꊅꉬ。

15ꄚ，ꀋꄸꄷ，ꌋꅪꉌꂵꑇꑭꑌ、ꉂ

ꏣꑌ，ꉈꑴꌃꎔꇈꊨꏦꈯꊨꏦꌅꑲ

ꆏ，ꀋꎪꃅꌺꁨꌺꒆꌠꇬꄉꈭꋏꊌꌠ

ꉬ。 

8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
（“争论”或作“疑惑”），举起圣洁的
手，随处祷告。9又愿女人廉
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
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
贵价的衣裳为妆饰；10只要有善
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
相宜。11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
地顺服。12我不许女人讲道，也
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13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
夏娃；14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
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15然
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
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
救。 

 

ꆫꃬꊿꌅꅍꃅꎁ 监督的资格 

3 “ꀋꄸꄷ，ꊾꂷꆫꃬꌠꌅꅍꃅ

ꎁꊌꏾꑲꆏ，ꋋꆹꂄꃅꎔꏿꌞꌤ 3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 

ꑠꁯꌠꉬ”ꄷꅇꂷꋋꇬꆹꑇꉆꌠꉬ。

2ꆫꃬꊿꄻꌠꆹꀋꎪꃅꊨꀖꉆꅍꍈꀋꐥ

ꑲꆀꍑ，ꋌꌋꅪꋍꂷꌐꃶꀉꄂꄻ，ꋌ

ꌄꏲ、ꊨꏦꈯꊨꏦꌅ、ꇗꄃꂷꑌ、

ꊿꈜꎴꃅꄷꄉꇁꌠꋨꏦꏾ，ꊿꂘꑲꌧ

信的。2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
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
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
远人，善于教导。3不因酒滋
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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ꌶ。3ꎧꑱꄉꑘꀋꐆ，ꊿꀋꅥ；ꑖꈈ

ꀕ、ꇑꀋꈿꑣꀋꈿ、ꎆꀋꇢꋚꀋ

ꇢ；4ꉥꑣꀕꃅꊨꏦꑷꈓꏲꂠꄉ，ꌳꃈ

ꅮꁳꌤꑞꑌꀨꀕꊱꀕꃅꅇꃅꅲꎻ。

5ꀋꄸꄷ，ꊾꂷꋍꑷꈓꌤꆿꇯꋌꋋꏲꂠ

ꑲꀋꌧꑲꆏ，ꋌꈍꃅꄉꏃꃅꌋꑇꊿꏓ

ꉻꏲꂠꄎꂯ？6ꀊꏀꏃꃅꑇꇐꇬꃹꌠ

ꆏ，ꆫꃬꊿꄻꀋꉆ，ꑠꀋꉬꑲꆏ，ꋌꆺ

ꒉꄇꒉꄉ，ꊰꑊꋌꌌꁈꈀꊝꌠꑗꉘꇬ

ꃹꂵ。7ꉈꑴꆏ，ꆫꃬꊿꄻꌠꀋꎪꃅ

ꑇꇐꉈꏭꑌꂓꂄꌗꂄꌶ，ꑠꀋꉬꑲꆏ，

ꊿꇱꌌꍍꋉꄸꄀꄉꊰꑊꋌꌌꁈꐱꂦꇬ

ꃹꂵ。 

竞、不贪财；4好好管理自己的
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5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
能照管神的教会呢？6初入教
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
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
里。7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
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
的网罗里。 

 

ꏲꌋꃅꊿꌅꅍꃅꎁ 执事的资格 
8ꏲꌋꃅꊿꄻꌠꑌꑠꃅꐙ；ꀋꎪꃅ

ꇗꄃꂷꑌ，ꋍꈌꑍꅇꀋꉉ，ꎧꀋꇢ，ꀋ

ꑗꀋꉬꎆꑠꀋꉪ；9ꐙꎴꀕꌠꉌꂵꑌ

ꄉ，ꏟꈯꀕꃅꇗꅉꌧꊋꂾꊋꌠꂁꌤꑠ

ꍬꌶ。10ꊿꋋꈨꑌꂴꌌꎖꉺꉚꌶ，ꀋ

ꄸꄷ，ꊨꀖꉆꅍꍈꀋꐥꑲꆏ，ꋀꁳꏲ

ꌋꃅꊿꄻꎻ。11ꌋꅪꏲꌋꃅꊿ（ꑝꇂꉙ

ꇬꆏ“ꌋꅪ”ꃅꅑ）ꄻꌠꑌꑠꃅꐙꌶ；ꋌꀋ

ꎪꃅꇗꄃꂷꑌꃅꐙ，ꌞꊂꀠꅇꀋꉉ、

ꌄꏲ，ꌤꑞꑌꀋꎪꀋꎙꌶ。12ꏲꌋꃅ

ꊿꆹꌋꅪꋍꂷꌐꃶꀉꄂꄻꉆ，ꉥꑣꃅ

ꌳꃈꅮꉙꂘ，ꊨꏦꑷꈓꏲꂠꌶ。13ꑞ

ꃅꆏ，ꉾꃪꃅꏲꌋꃅꊿꄻꌠꆏ，ꊨꏦꆹ

ꎔꇁꃨꌠꑋꅉꉆꅉꊌ，ꄷꀋꁧ，ꏢꄖ

ꑳꌠꈐꏭꑇꐨꇬꄉꉌꂵꀉꒉꐯꀉꒉ。 

8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
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
酒，不贪不义之财；9要存清洁
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10这
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
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
11女执事（原文作“女人”）也是如
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
节制，凡事忠心。12执事只要作
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
女和自己的家。13因为善作执事
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
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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ꑇꇐꌧꊋꂾꊋꌠꂁꌤ 敬虔的奥秘 
14ꉡꆹꐳꃅꅽꄹꆸꑟꉂ，ꑠꅹ，ꌤ

ꋍꑠꂴꁱꆏꁳ。15ꑠꃅꄉ，ꀋꄸꄷ，ꉢ

ꀊꉗꏢꄉꇤꑲꑌ，ꏃꃅꌋꑷꈓꇬꌤꆿ

ꈍꃅꃅꋭꌠꑌꆏꅉꐚꉆ；ꑷꈓꋋꂷꆹ

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ꑇꊿꏓꉻ

ꉬ，ꋋꆹꇗꅉꃶꐚꌠꑷꈯꌷꁧꌋꆀꅉ

ꃀꉬ。16ꇰꀋꃀꌠꇆ！ꑇꇐꌧꊋꂾꊋ

ꌠꂁꌤ，ꊿꑠꀋꉬꃅꉉꌠꀋꐥ：ꏃꃅꌋ

ꆹꇭꀧꐛꄉꇫꅐꇁꄉ， 

14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
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15倘若我
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
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
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
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
现， 

ꌃꎔꒌꇱꌌꑖꉬꌠꃅꄉ， 
 
ꉬꉎꊩꌺꇱꊌꂿ， 
ꊿꇱꁊꉇꉻꃅꄷꎭ， 
ꋧꃅꊿꇱꌌꑇꅍꃅꄉ， 
ꋩꌊꀑꒉꑊꒉꅉꇬꃹ。 

被圣灵称义（或作“在灵性称

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ꊿꇗꅉꃶꐚꌠꋀꇤꇫꎭꌠꐥꄷꅉꄜ 预言有人离弃真道 

4 ꌃꎔꒌꐝꉅꃅꉉ，ꊁꇁꋍꑍꆏ，

ꀋꎪꃅꊿꋍꈨꇗꅉꃶꐚꌠꋀꇵ 4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 

ꇫꎭꄉ，ꊾꊏꊿꅰꌠꑊꋌꒌꌋꆀꑊꋌ

ꇗꅉꊂꈹꁧꄷ。2ꑞꃅꆏ，ꑠꆹꈰꏅꌠ

ꊿꈧꌠꀋꉬꉫꎴꀕꃅꌠꉬ；ꊿꋋꈨꂄ

ꄸꌧꌠꉌꂵꆹꎸꅍꅩꍠꀕꑠꇱꌌꆽꋻ

ꅑꀐꌠꌡ。3ꋀꊇꑮꑟꅪꏷꌠꏢꇋ，

ꊿꏭꋠꅍꋍꈨꋋꈨꄡꋠꄷ；ꋠꅍꅝꒉ

ꑠꆹꏃꃅꌋꈀꄻꄉꌠ，ꊿꑇꇈꇗꅉꇯ

ꍝꌠꐝꉅꌠꁳꈀꎭꀕꄉꊪꎻꂿꄷ

ꌠ。4ꏃꃅꌋꈀꄻꄉꌠꐥꇐꆹꐯꇯꉾ

ꃪꌐꌠꉬ，ꀋꄸꄷ，ꈀꎭꀕꄉꇫꊪꑲ

ꆏ，ꇵꇫꎭꉆꌠꋍꑵꑋꀋꐥ；5ꑞꑌꏃ

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2这
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
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
般。3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
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
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4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
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5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
圣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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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ꌋꇗꅉꌋꆀꊿꈼꅇꂟꅇꐛꅹꃅꌃꎔ

ꀐ。 
 

ꏢꄖꑳꌠꏲꌋꃅꊿꉾꃪꂷ 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6ꀋꄸꄷ，ꌤꋋꈨꆏꌌꅽꃺꑌꊈꏭ

ꌗꋏꑲꆏ，ꆎꆹꏢꄖꑳꌠꏲꌋꃅꊿꉾ

ꃪꂷꉬꀐ。ꆎꆹꑇꐨꅇꂷꌋꆀꆏꇫꊂ

ꈹꅷꇁꌠꇗꅉꂄꎔꌠꑠꀂꏽꄉꉙꂘꐨ

ꊌꌠꉬ。7ꄚ，ꋧꃅꅇꂷꀊꋨꈨꌋꆀ

ꀊꂵꈱꅇꏅꅇꑠꇵꇫꎭꄉ，ꌋꉪꌋꏡ

ꌠꇬꄉꊨꏦꁰꍋ。8“ꇭꀧꁰꍋꇬ，

ꈲꐪꀁꑌꃅꐥ；ꌋꉪꌋꏡꇬꀉꄂ，ꑞ

ꑌꈲꐪꐥ，ꑞꃅꆏ，ꋋꍂꌋꆀꊁꍁꌠ

ꐯꇯꈌꁧꅍꐥ”。9ꅇꂷꋋꇬꆹꑇꉆ

ꌠꉬ，ꉬꇮꃅꊪꉆꌐꌠꉬ。10ꉪꊇꑘ

ꎭꃣꅧꄉꊋꇤꌠꆹꋍꑠꎁꃅꌠꉬ，ꑞꃅ

ꆏ，ꉪꊇꉘꇉꅍꆹꐩꋊꐩꍂꇫꐥꌠꏃꃅ

ꌋꅑꎍ；ꋋꆹꃰꊿꇬꈀꐥꌠꈭꋏꌋ

ꉬ，ꋌꀊꅰꃅꑇꊿꈧꌠꈭꋏꌋꉬ。 

6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
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
的善道上得了教育。7只是要弃
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
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8“操练
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
生的应许。”9这话是可信的，是
十分可佩服的。10我们劳苦努
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
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11ꌤꆿꋋꈨꆏꑴꌠꌌꊿꏭꊡꄉ

ꉉ，ꌌꊿꏭꑌꉙꂘꌶ。12ꊿꁳꆏꈎꄜ

ꀊꏀꄉ，ꆏꉚꄸꄡꎽꃅ，ꆏꅽꅇꂷꉐ

ꂷ、ꃅꐨꑽꑌ、ꉂꐪ、ꑇꐨꉌꊋꌋ

ꆀꁦꎴꌠꑠꇬꄉꑇꊿꈧꌠꌶꀠꄻ。

13ꆏꄇꄝꋊꄉ꒰ꀨꀘ、ꊾꈐꊟꊋꊡ、

ꊿꉗꊿꂘꅷꉢꇫꑟꇀꄮꇬꑟ。14ꄻꆏ

ꁳꄉꌠꑆꊋꈁꁠꈧꌠ，ꆏꌌꊵꑵꀋꉬ

ꃅꄉꂵ，ꑆꊋꈁꁠꋍꑠꆹꂴꏭꅉꄜꅇ

ꇬꈴꄉ，ꅡꈭꌟꒉꈧꌠꇇꐛꅽꇭꀧꄀ

ꄮꇬꄻꆎꇖꌠꉬ。15ꌤꋍꑠꆹꆏꊋꇤ

ꄉꃅꌶ，ꄷꀋꁧ，ꉌꊢꃅꀕꄉ，ꊿꁳ

ꅽꀻꎆꐨꉜꅐꇁꎻ。16ꆏꑴꌠꅽꊨꏦ

11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
要教导人。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
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
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
的榜样。13你要以宣读、劝勉、
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14你不
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
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
候赐给你的。15这些事你要殷勤
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
看出你的长进来。16你要谨慎自
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
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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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ꆀꊨꏦꈁꉙꈁꂘꐨꋓꉪꁨ，ꌤꋍꑠ

ꀂꏽꉌꊫꑌꌶ；ꑞꃅꆏ，ꆏꑠꃅꀕꇬ

ꆹ，ꅽꊨꏦꈭꋏꄎ，ꉈꑴꊿꅽꅇꅲꌠ

ꑌꈭꋏꄎ。 

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ꌞꊿꎁꃅꌠꆹꑟꐨ 对别人的责任 

5 ꃀꌠꀕꏭꊨꀖꀋꉆ，ꋍꏭꉉꇬ，

ꊨꏦꀉꄉꏭꉉꌠꌡꌶ；ꀊꉘꄿꏀ 
5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

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 
ꏭꉉꇬ，ꊨꏦꃺꃶꀁꑳꏭꉉꌠꌡꌶ；

2ꌋꅪꀒꋏꌠꏭꉉꇬ，ꊨꏦꀉꂿꏭꉉꌠ

ꌡꌶ；ꅫꃀꌱꃀꈎꄜꀊꏀꌠꏭꉉꇬ，ꊨ

ꏦꅫꃀꏭꉉꌠꌡꌶ；ꑞꑌꉌꃀꐙꎴꀕ

ꇬꎷ。3ꌋꅪꇯꍝꃅꃆꍸꃀꅐꇬꀀꌠ

ꑠꏭꁌꒉꌶ。4ꀋꄸꄷ，ꃆꍸꃀꂷꌳꃈ

ꅮꁨꅀꇖꑳꇖꂵꁨꑲꆏ，ꋀꁳꂴꆏꊨ

ꏦꀁꇬꄉ，ꈍꃅꑇꐨꇬꄉꀿꃀꀨꎹꌠ

ꌷꄉ，ꀿꃀꏭꑆꊋꀱꎻ；ꑞꃅꆏ，ꑠꆹ

ꏃꃅꌋꇫꉌꃹꌠꉬ。5ꌋꅪꀞꄂꀕꃅ

ꊫꅉꎷꀋꊌꌠ、ꇯꍝꃅꃆꍸꃀꅐꀊꋨ

ꂷꆹ，ꏃꃅꌋꉘꇉꄉ，ꑍꇁꌋꀋꐥꃅꇖ

ꂟ、ꈼꂟ。6ꄚ，ꋟꅝꈩꌒꌠꎹꌠꃆ

ꍸꃀꑠꆹꐥꇬꌦꌠꌗꀐ。7ꆏꌤꋋꈨꌌ

ꋀꊇꏯꉉꄉ，ꋀꁳꊨꀖꉆꅍꍈꀋꐥ

ꎻ。8ꊿꀋꄸꄷꋍꊨꏦꏣꃀꏣꑟꀋꉜ

ꀋꅲꇬꆹ，ꇗꅉꇯꍝꌠꋌꇱꇵꇫꎭꌠ

ꉬꀐ；ꋋꆹꊿꀋꑇꈧꌠꏭꀋꋌꃅꀋꉾ

ꀋꃪꌠꉬ；ꊨꏦꇨꊨꏣꑟꀋꉜꀋꅲꌠ

ꆹ，ꀊꅰꃅꆹꑽꀐꌠꉬ。 

兄；2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
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
洁洁的。3要尊敬那真为寡妇
的。4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
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
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
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5那
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
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
6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
时候，也是死的。7这些事你要
嘱咐她们，叫她们无可指责。
8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
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
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9ꃆꍸꃀꂓꁱꄯꒉꇬꄀꄉꌠꆏ，ꀋ

ꎪꃅꃘꊰꈎꈀꉐ，ꐥꅷꇁꇬꁦꋠꋍꂷ

ꑮꃀꀉꄂꄻꌠꑲꆀꍑ；10ꋌꉈꑴꂄꃅ

ꎔꏿꌠꂓꌗꐥꌶ，ꅺꌡꇬ，ꌺꉘꇖꉘ，

9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
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
夫的妻子，10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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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ꃥꈜꎴꃅꄷꇁꌠꋨꏦ，ꌃꎔꌺꏸꑭ

ꒈꋌ，ꊿꊋꋠꅍꐥꌠꇇꀤ，ꊋꇤꄉꌤ

ꂄꎔꌠꋍꑞꋍꑵꑠꃅ。11ꃆꍸꃀꈎꄜ

ꀊꏀꑠꆏ，ꂓꁱꄯꒉꇬꄀꄡꄉ，ꑞꃅ

ꆏ，ꋀꊇꇭꀧꏾꅍꇙꈧꐺꄉꏢꄖꏭꆼ

ꁏꄮꇬꆏ，ꋀꌞꄹꐛꁧꏾ。12ꋀꊇꊿ

ꇱꌌꑽꃤꏤꌠꆹꋀꉘꃀꇬꅇꏤꈀꒃꄉ

ꈧꌠꋀꇤꇫꎭꀐꒉꄸ；13ꄷꀋꁧ，ꋀꊇ

ꋻꅑꄉꐵꑷ，ꋋꑷꅍꄂꀊꋨꑷꅍꏹꃅ

ꇬꈧꐺ；ꐵꑷꌠꀉꄂꀋꉬꃅ，ꉈꑴꈌꑌ

ꉐꎴ，ꌞꌤꁁꀕꉌꐺ，ꅇꂷꉉꀋꋭꌠ

ꉉ。14ꑠꅹ，ꉢꉜꇬꆹ，ꃆꍸꃀꈎꄜꀊ

ꏀꌠꆏ，ꉈꑴꌞꄹꐛꁧꄉꌺꁨꇖꉘ、

ꑲꏲꇣꏲꄈꍑ，ꑠꃅꄉ，ꁮꐚꁳꉪꏭꊨ

ꀖꌠꊧꅍꎹꀋꊌꎻ。15ꑞꃅꆏ，ꋍꈨ

ꋋꈨꌑꄉꊂꈹꁧꌠꐥꀐ。16ꀋꄸꄷ，

ꌋꅪꌋꑇꂷꋍꑱꈐꇬꃆꍸꃀꅐꌠꐥꑲ

ꆏ，ꊨꏦꆏꃆꍸꃀꇇꀤꄉꑇꊿꏓꉻꁳ

ꊋꋠꅍꀋꐥꎻꄡꑟ，ꑠꃅꑲꆏ，ꑇꊿꏓ

ꉻꆹꃆꍸꃀꇯꍝꃅꀞꄂꀞꇁꊫꅉꀋꊌ

ꈧꌠꇇꀤꄎ。 

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
力行各样善事。11至于年轻的寡
妇，就可以辞她，因为她们的
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12她们被定罪，是
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13并且
她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
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
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14所
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
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
辱骂的把柄；15因为已经有转去
随从撒但的。16信主的妇女，若
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她
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
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17ꉾꃪꃅꑇꊿꏓꉻꏲꂠꌠꅡꈭꌟ

ꒉꆹꁌꒉꄣꅼꌠꋍꁧꁦꎆꃅꊌꋭꄡꑟ；

ꊿꊋꇤꄉꇗꅉꁊꄉꊿꉗꊿꂘꈧꌠꀊ

ꅰꃅꑠꃅꐙꄡꑟ。18ꑞꃅꆏ，꒰ꀨꇬ：

“ꇂꁮꐂꇓꈺꄮꇬ，ꇂꁮꂴꈄꄀꄡ

ꄉ”ꃅꅑ。ꉈꑴ：“ꊿꊋꃅꌠꃄꁌ

ꊌꌠꆹꄡꑟꌠꉬ”ꄷꑌꄹ。19ꌌꅡꈭ

ꌟꒉꊂꅇꎹꌠꄯꒉꆹ，ꊿꅇꊪꌬꌠꑍꂷ

ꌕꑻꀋꐥꑲꆏ，ꇬꄡꊪ。20ꊿꑽꃤꐥ

ꌠꆏ，ꋍꏅꂾꄉꋍꏭꊨꀖꄉ，ꊿꀉꁁ

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
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18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
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
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19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
见证就不要收。20犯罪的人，当
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
人也可以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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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ꁳꑌꏸꏦꎻ。 
21ꉡꆹꏃꃅꌋꀕꆀꏢꄖꑳꌠ、ꈀ

ꌋꄉꌠꉬꉎꊩꌺꂾꄉꅽꏯꉉ；ꅇꂷꋋ

ꈨꆏꇬꍪꌶ，ꉪꐨꎎꀋꉆ，ꌤꃅꇬꈏꍣ

ꉇꍣꀋꉆ。22ꊿꇭꀧꇬꄉꇇꐛꏦꃤꃅ

ꇬ，ꇨꊸꀋꉆ；ꌞꊿꑽꃤꈬꇬꄡꃹꃅ，

ꊨꏦꐙꎴꃅꐏꁇꄉꌶ。23ꅽꀃꃀꐛꀋ

ꌒꐛꅹ，ꆏꈍꑋꃢꃅꆄꈻ，ꑍꃀꑍꌟꃅ

ꀆꐒꀉꄂꄡꅝꃅ，ꎦꍈꊼꇅꅝꇬꑌ

ꍑ。 

21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
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
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
也不可有偏心。22给人行按手的
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
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
23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
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
酒。 

24ꊿꋍꈨꋋꈨꑽꃤꆹꄇꃅꄇꇖꀕ

ꌠꉬ，ꀋꇊꆏꑽꃤꈧꌠꂴꀞꇽꅉꂾꑟ

ꌠꌡ；ꊿꋍꈨꋋꈨꑽꃤꆹꊁꑲꆀꇫꐊ

ꆹꌠꌡ。25ꑠꃅꄉ，ꂄꃅꎔꏿꌠꑌꄇ

ꃅꄇꇖꀕꌠꐥ；ꄇꇖꀋꇖꈧꌠꑌꂁꄉ

ꀋꉆ。 

24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
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
是随后跟了去的。25这样，善行
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
不能隐藏。 

 

6 ꇁꄉꄅꄉꁏꐚꄻꌠꆏ，ꊨꏦꌌꁈ

ꋌꌌꀊꅰꃅꁌꒉꋭꃅꄉꄡꑟ， 
6 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

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 
ꑠꀋꉬꑲꆏ，ꏃꃅꌋꂓꌋꆀꇗꅉꊿꇱ

ꌌꍍꋉꄸꄀꂵ。2ꁏꐚꂷꌌꁈꇗꅉꑇ

ꑠꂷꐥꇬ，ꋍꌌꁈꆹꑇꊿꃺꑌꂷꉫꒉ

ꄸꃅ，ꋌꋍꌌꁈꉜꄸꀋꉆ；ꄷꀋꁧ，ꀊ

ꅰꃅꉪꏡꄉꋋꀨꎹ，ꑞꃅꆏ，ꀨꎹꈲ

ꏣꊌꌠꆹꊿꇗꅉꑇꄉꉂꐪꊌꈧꌠꉬ。 

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2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
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
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之益处
的，是信道蒙爱的。 

 

ꇗꅉꃶꀋꐚꌠꌋꆀꇇꇐꃶꐚꌠ 假道理和真财富 
ꆏꑴꌠꑠꌌꊿꉗꊿꂘ，ꊾꈐꊟꊋ

ꊡ。3ꀋꄸꄷ，ꊿꑇꇐꎎꌠꁊꄉ，ꉪꌋ

ꑳꌠꏢꄖꅇꂷꀊꌃꌆꈧꌠꌋꆀꌋꉪꌋ

ꏡꌠꇗꅉꋌꇬꀋꍬꑲꆏ，4ꋋꆹꆺꒉꄇ

ꒉ，ꌧꅍꍈꀋꐥ，ꊋꋠꈧꌠꀉꄂꇔꅲ

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3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
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
虔的道理，4他是自高自大，一
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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ꏾ，ꈌꀥꉐꑣꌠꉬ；ꄚꇬꄉꉌꈻꃴ

ꆅ、ꐯꀥꐮꑣ、ꍍꋉꄸꄀ、ꃄꈌꄐ

ꃅꉌꉪꄅꑠꇫꅐꇁ，5ꄷꀋꁧ，ꊿꉪꐨ

ꀜꅐ、ꇗꅉꃶꐚꌠꋀꇤꆘꅝꇫꎭꈧ

ꌠꐮꋦꐮꑣꑠꇫꅐꇁ。ꋀꊇꆹꌋꉪꌋ

ꏡꌠꌤꋀꌌꈲꏣꊌꌠꈝꂾꏢꃅꄉ。

6ꄚ，ꌋꉪꌋꏡꌠꌋꆀꉌꃀꇎꑭꑌꌠꄻ

ꐯꇯꌠꆏ，ꈲꏣꀉꒉꃅꊌꀐꌠꉬ；7ꑞ

ꃅꆏ，ꉪꊇꋧꃅꋋꂷꇬꇁꇬꑞꑌꌌꀋ

ꇁ，ꉪꁦꄮꇬꑌ，ꑞꑌꌌꀋꁧ，8ꉪꊇꋠ

ꅍꈚꅍꊌꑲꆏ，ꉌꃀꇎꑭꑌꄡꑟ。

9ꄚ，ꊿꎆꇢꋚꇢꈧꌠꆏ，꒟ꇁꌌꉪꈬ

ꇬꃹ，ꊰꇁꐱꂦꌋꆀꇯꅝꉮꐪꐥꌠꏾ

ꅍꇬꊐꄉ，ꊿꁳꀜꅐꌠꌋꆀꈔꑍꌠꈬ

ꇬꃹꎻ。10ꎆꇢꋚꇢꑠꆹꄷꅠꈀꐥꌠ

ꇁꀦꉬ，ꊿꋍꈨꋋꈨꎆꇢꋚꇢꄉ，ꎆꋚ

ꇱꊏꅰꌊꇗꅉꇯꍝꌠꇬꐞꁧꀐ，ꑠꃅ

ꄉ，ꐒꊀꎬꅧꅍꈍꑋꌌꊨꏦꋌꉀꈴ

ꀐ。 

词；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
毁谤、妄疑，5并那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
敬虔为得利的门路。6然而，敬
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7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
来，也不能带什么去，8只要有
衣有食，就当知足。9但那些想
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
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
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
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
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ꎔꇁꃨꌠꉈꈽꐨ 美好的仗 
11ꄚ，ꆏꊿꏃꃅꌋꃤꉬꋋꂷ，ꌤꋍ

ꑠꂾꁈꄉ，ꋍꏅꑖꉬ、ꌋꉪꌋꏡ、ꑇ

ꐨꉌꊋ、ꉂꐪ、ꋰꄿ、ꑖꈈꀕꑠꎹ

ꈹ。12ꆏꑇꐨꀊꋨꑵꎁꃅꄉꎔꇁꃨꌠ

ꉈꈽꐨꇬꄉꉈꈽ，ꏟꈯꀕꃅꐩꋊꐩꍂ

ꀑꇬꌭꄉꌶ。ꆎꆹꋋꐛꅹꃅꇳꍝꌊꇁ

ꌠ，ꅇꊪꌬꊿꈍꑋꂾꄉꑌꆏꅇꊪꎔꇁ

ꃨꌠꌬꀐ。13ꉡꆹꐥꇐꈀꐥꌠꁳꇫꐥ

ꎻꌠꏃꃅꌋꂾꄉ，ꀘꄂ•ꀙꇁꄏꏭꎔꇁ

ꃨꌠꅇꊪꌬꋺꌠꏢꄖꑳꌠꂾꄉ，ꅽꏯ

ꉉ：14ꁵꅇꋋꈨꍬ，ꆐꄡꅑ、ꊨꀖꉆ

11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
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
心、爱心、忍耐、温柔。12你要
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
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
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
见证。13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
前，并在向本丢•彼拉多作过那
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
你：14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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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ꍈꀋꐥꅷꉪꌋꑳꌠꏢꄖꇫꅐꇀꄮ

ꑟ。15ꃅꑍꑞꄮꇬꆏ，ꋋꆹꑳꌠꏢꄖ

ꁳꄇꇖꀕꇁꎻ。ꋋꆹꊿꇫꀮꄑꉆꌠ、

ꀉꄂꀕꃅꌅꈌꊋꃤꐥꌠꃰꃅꉎꃰꃅ、

ꌌꁈꉎꌌꁈꉬ；16ꋋꆹꀉꄂꀕꃅꀋꌦ

ꌠ、ꁨꑭꊿꇬꊩꀋꉆꌠꇬꀀꂶꌠꉬ；

ꊿꇫꂿꀋꋻ、ꊿꇫꂿꑌꀋꄐ。ꐤꒉ

ꌠꌋꆀꐩꋊꐩꍂꌠꌅꈌꊋꃤꃅꏮꋌꁳ

ꅊꇈ。ꀊꂱ。 

基督显现。 
15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
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16就
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
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
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
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
归给他。阿们。 

17ꆏꊿꃅꋊꋋꋏꇬꌣꈚꈧꌠꏭ

ꉉ，ꋀꏭꆺꄡꒉ，ꎆꋚꉘꇉꀋꉆꌠꑠꑌ

ꉘꄡꇉꃅ，ꐥꇐꊰꑋꑟꃅꄻꉪꇖꄉꉪ

ꁳꉌꇿꎻꌠꏃꃅꌋꂶꌠꀉꄂꉘꇉ

ꄷ。18ꉈꑴꋀꏭꉉꄉꋀꁳꂄꃅꎔꏿ，

ꌤꉾꃪꌠꇬꄉꌣꈚ，ꁵꏾꃅꄻꊿꁳ，

ꉌꇿꃅꄻꊾꇖꎻ（“ꊾꇖ”ꅀ“ꉈꇬ”ꃄꑌ

ꍑ），19ꑠꃅꑲꆏ，ꋀꊨꏦꎔꇁꃨꌠꅉꃀ

ꋀꏓꊭꄉ，ꊁꇁꋍꑍꎁꃅꄐꏤ，ꑠꃅ

ꄉ，ꋀꁳꀑꇬꇯꍝꀕꌠꊌꎻ。 

17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
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
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
物给我们享受的神。18又要嘱咐
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
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或作

“体贴”），19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
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
真正的生命。 

20ꄜꂿꄠꀋ！ꉢꏮꆏꇯꈀꄉꈧꌠꐏ

ꁇꄉ，ꋧꃅꅇꈥꉐꈣꈧꌠꌋꆀꇗꅉꇯ

ꍝꌠꄘꑣꌠ、ꀋꉬꀕꌠꌡꌠꌧꇐꌷꇐ

ꈧꌠꂾꁈ。21ꊿꋍꈨꄹꇬꋀꊨꏦꌧꇐ

ꌷꇐꋍꑠꐥꄷ，ꑠꃅꄉ，ꋀꊇꆹꇗꅉꇯ

ꍝꌠꇬꄉꎎꁧꀐ。 

20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
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
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21已
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
了真道。 

ꏃꃅꌋꑆꊋꅉꀕꃅꆍꈽꄉꐥꅊ

ꇈ。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