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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ꂿꄠꄯꒉꊁꁬꌠ 

提摩太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ꍬꇈ，ꏢꄖꑳꌠꈐꏭ

ꀑꇬꈌꁧꐨ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1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

里生命的应许，作基督耶稣 
ꄻꊩꌺꄻꌠꀧꇊ，2ꄯꒉꁱꉠꉂꇁꅉꌠ

ꌺꄜꂿꄠꁵ。ꑆꊋ、ꉈꁒꑗꊰ、ꋬ

ꂻꆹ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ꌋꏢꄖꑳꌠꄷ

ꄉꆏꊌꅊꇈ。 

使徒的保罗，2写信给我亲爱的
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
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
稣归与你。 

 

ꌒꅇꇬꄉꀋꎪꀋꎙ 忠于福音 
3ꏃꃅꌋꏭꈀꎭꀕ，ꏃꃅꌋꆹꉢꉪ

ꁍꁈꐪꊛꄉꉌꃀꐙꎴꌠꌌꇫꀨꎹꂶꌠ

ꉬ。ꉢꈼꂟꄮꇬꆏ，ꋍꃢꋑꀋꋒꉢꎺ

ꆏꄀꇬꎷ；4ꉢꎺꅽꑓꁴꈧꌠꄀꄮꇬ

ꆏ，ꑍꇁꌋꀋꐥꃅꉢꆎꂿꏾꄉ，ꉢꁳꉌ

ꇿꑓꇿꉆꎻꑟꉂ。5ꉢꉪꇁꅽꑇꐨꇯ

ꍝꌠꇬꄀ，ꑇꐨꋍꑠꂴꏭꆹꅽꀊꂵꇊ

ꑱꌋꆀꅽꀉꂿꑿꆀꏸꑋꉌꃀꇬꑌꌠ

ꉬ，ꉡꆹꑇꐨꑠꅽꉌꃀꑌꌠꑌꉢꇬꑅꐯ

ꇬꑅ。6ꑠꅹ，ꉢꆎꌗꋏꄉ，ꆏꁳꅽꑆ

ꊋꈁꁠꈧꌠꉈꑴꃆꄔꌟꃅꊨꄉꐞꇁ

ꎻ；ꑆꊋꈁꁠꋋꈨꆹꉢꇇꐛꌠꇇꄧꈴ

3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
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事奉的
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
你，4记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
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
乐。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
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
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
你的心里。6为此我提醒你，使
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旺起来。 
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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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ꏃꃅꌋꄻꆎꇖꌠꉬ。7ꑞꃅꆏ，ꏃꃅ

ꌋꄻꉪꊇꇖꌠꆹ，ꏸꏦꌠꉌꃀꀋꉬꃅ，

ꇷꄙ、ꉂꏣꑌ、ꌄꏲꌠꉌꃀꉬ。8ꆏ

ꑴꌠꆏꉪꌋꎁꃅꅇꊪꌬꌠꌤꑠꌌꎲꄏ

ꅍꃅꄡꄉ，ꉢꌋꎁꃅꊾꇬꄻꋋꂷꑌꌌ

ꅽꎲꄏꅍꃅꄡꄉ；ꏃꃅꌋꊋꃤꇬꈴ

ꄉ，ꌒꅇꎁꃅꉢꈽꄉꎬꅧꇬꎷ。9ꏃ

ꃅꌋꉪꊇꈭꋏꀐ，ꋌꌃꎔꌠꇳꍝꅇꌊ

ꉪꊇꇳꍝ；ꋍꑠꆹꉪꃅꐨꑽꑌꇬꈴꌠꀋ

ꉬꃅ，ꋍꉪꐨꌋꆀꑆꊋꇬꈴꌠꉬ。ꑆ

ꊋꑠꆹꀊꆨꑞꑌꀋꐥꌦꂾꇯꆐ，ꏢꄖ

ꑳꌠꈐꏭꄉꄻꉪꇖꀐꌠ；10ꄚ，ꀃꑍꋋ

ꄮꉪꈭꋏꌋꏢꄖꑳꌠꇫꅐꇀꄮꇬꑲ

ꆀ，ꋍꇇꄧꈴꄉꄜꋊꎼꇁ。ꌦꈔꆹꋌ

ꇱꀜꋊꇫꎭꀐ，ꌒꅇꇇꄧꈴꄉ，ꀜꐡ

ꀋꉆꌠꀑꇬꋌꌌꇫꅐꇁꀐ。11ꉡꆹꌒ

ꅇꋍꑠꒉꄸꃅꊪꌊꇗꅉꁊꊿꄻ，ꁆꄻ

ꊩꌺꄻ，ꂘꃀꄻ。12ꑠꒉꄸꃅ，ꉡꑌꎬ

ꅧꋋꈨꊝ；ꄚ，ꉢꑊꏦꎲꄏꉂꃅꀋꉪ，

ꑞꃅꆏ，ꉢꇬꑅꌠꆹꈀꄸꉬꌠꉢꅉꐚ，

ꉢꏮꋌꇯꄉꌠ（ꑝꇂꉙꇬꆏ“ꋌꏮꉢꇯꄉꌠ”ꃄ

ꑌꍑ）ꋌꇫꀧꌋꃅꄎꌠꑌꉢꇬꑅꐯꇬꑅ

ꅷꃅꑍꀊꋨꄹꉇꑟ。13ꉠꄹꄉꆏꈨꌠ

ꀊꌃꌆꌠꅇꂷꎕꏦꈧꌠ，ꌌꏢꄖꑳꌠ

ꈐꏭꑇꐨꉌꊋꌋꆀꉂꐪꇬꄉꌬ，ꅉꀕ

ꃅꇬꍪ。14ꋌꃀꏮꆎꈁꇯꄉꌠꇗꅉꂄ

ꎔꌠꆏ，ꆏꑴꌠꌃꎔꒌꉪꄸꈐꇬꀀꂶ

ꌠꉘꇉꄉꏟꈯꀕꃅꐏꁇꄉ。 

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
心。8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
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
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9神救了
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
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
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10但
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
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
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
坏的生命彰显出来。11我为这福
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
师傅。12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
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
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

托我的”），直到那日。13你从我听
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
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
常守着。14从前所交托你的善
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
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15ꊿꑸꑭꑸꈁꀀꌠꃅꉢꋀꍞꇫ

ꎭ，ꑠꆹꆏꅉꐚ，ꋀꈬꄔꇬꃏꏣꇊꌋꆀ

ꉾꃀꐕꆀꑋꇫꐊ。16ꀊꆀꌋꃚꏤꊿ

15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
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
吉路和黑摩其尼。16愿主怜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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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ꑷꆹꌋꇫꉈꁒꑓꊰꅊꇈ，ꑞꃅꆏ，ꋌ

ꈍꑍꃢꃅꉢꋌꎼꉌꂵꁦꉘꀕ，ꉠꎸꉗ

ꋌꌌꎲꄏꑊꏦꅍꃅꀋꄉ；17ꀱꌊꋌꇊ

ꂷꐤꄮꇬ，ꊋꇤꄉꉢꎷ，ꄷꀋꁧꎹꊊ

ꀐ。18ꌋꋌꁳꀊꋨꄹꉇꆏꌋꉈꁒꑓꊰ

ꅍꊌꎻꅊꇈ。ꋌꑱꃛꌙꄉꈍꑋꃅꉡ

ꀨꎹꌠꆹ，ꑓꀠꀕꃅꆏꅉꐚꌠꉬ。 

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
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17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
我，并且找着了。18愿主使他在
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
怎样多多地服事我，是你明明
知道的。 

 

ꏢꄖꑳꌠꂽꉾꃪꌠ 基督耶稣的精兵 

2 ꉠꌺꀋ！ꆏꏢꄖꑳꌠꑆꊋꇬꄉꇷ

ꄙꌶ。2ꅇꊪꌬꊿꈍꑋꂾꄉꆏꈨ 
2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

恩典上刚强起来。2你在许 
ꌠꉠꉙꅇꂘꅇꈧꌠ，ꆎꑌꏮꊿꀋꎪꀋ

ꎙꇈꌞꊿꂘꄎꈧꌠꁵ。3ꆎꆹꑳꌠꏢ

ꄖꂽꑼꉾꃪꂷꌡꃅ，ꉢꈽꄉꎬꅧꌶ。

4ꊿꂽꄻꌠꆹ，ꋧꃅꌤꆿꌌꋍꇭꀧꇬꆽ

ꀋꒆꃅ，ꊿꋌꏁꌊꂽꄻꇁꂶꌠꁳꉌꇿ

ꎻ。5ꀋꄸꄷ，ꊾꂷꋓꈿꅉꇬꄉꌞꊿ

ꌋꆀꋓꈿꇬ，ꋓꈿꏥꏦꇬꀋꈴꃅꋓꈿ

ꑲꆏ，ꋌꄂꌆꀍꄟꊌꀋꄐ。6ꇵꂷꅧ

ꇗꀕꌠꑘꃅꊿꆹꂴꋚꊌꄡꑟ。7ꆏꑴ

ꌠꅇꂷꉢꈁꉉꋋꈨꊼꇅꉪꉚꅊꇈ，ꑞ

ꃅꆏ，ꌤꑞꉬꄿꂿ，ꌋꀋꎪꃅꀑꁮꅺ

ꐳꐨꋌꄻꆏꁳꌠꉬ。 

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
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
人的人。3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4凡在军
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
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5人若
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
能得冠冕。6劳力的农夫，理当
先得粮食。7我所说的话你要思
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8ꆏꑴꌠꑳꌠꏢꄖꆹꄊꃥꊂꋊꌺꇖ

ꉬ，ꋌꌦꈬꇬꄉꀱꐥꇁꀐꌠꎺꄉ，ꑠꆹ

ꉢꈁꁊꌠꌒꅇꈧꌠꌋꆀꐮꊒꌠꉬ。

9ꉡꆹꌒꅇꑠꎁꃅꎬꅧꌠꊝ，ꄷꀋꁧ，

ꊾꇬꌡꃅꊿꇱꐒꈄꄉ；ꄚ，ꑠꃅꑴꇬ，

ꏃꃅꌋꇗꅉꆹꊿꇱꐒꈄꀋꄉ。10ꑠ

ꅹ，ꉢꉹꁌꈀꌋꄉꈧꌠꎁꃅꌤꑞꑌꋰ

ꄉꇬꎷ，ꑠꃅꄉ，ꋀꁳꑌꏢꄖꑳꌠꈐꏭ

8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
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
合乎我所传的福音。9我为这福
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
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
绑。10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
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1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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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ꋏꑆꊋꌋꆀ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ꌠꊌ

ꉆꎻ。11ꅇꂷꋋꈨꆹꑇꉆꌠꉬ： 
可信的话说： 

“ꀋꄸꄷ，ꉪꊇꏢꄖꈽꄉꌦꑲꆏ，

ꀋꎪꃅꋌꈽꄉꇫꐥꑌꇁ； 
12ꀋꄸꄷ，ꉪꊇꋰꄉꄎꑲꆏ，ꀋꎪ

ꃅꋌꈽꄉꃰꃅꑌꄻ； 
ꀋꄸꄷ，ꉪꊇꋌꀋꏚꑲꆏ，ꋋꑌ

ꀋꎪꃅꉪꀋꏚ； 
13ꉪꊇꎩꎙꄷꑲꑌ，ꋋꆹꄡꇗꀋꎪ

ꀋꎙꌠꉬ，ꑞꃅꆏ， 
ꋌꋍꊨꏦꏭꆼꁏꀋꉆ”ꄷ。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12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13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ꌤꃅꊿꉈꏠꅍꀋꐥꌠ 无愧的工人 
14ꆏꑴꌠꋍꏅꁳꌤꋋꈨꉪꉚꎺꉜ

ꎻ，ꏃꃅꌋꂾꄉꋀꏭꅇꈪꊐ，ꅇꂷꌌ

ꐯꀥꀋꉆ，ꑠꆹꈲꏣꀋꐥꃅ，ꊿꇫꅲꈧ

ꌠꇬꀜꐆꐨꀉꄂꐥꌠꉬ。15ꆎꆹꊋꈀ

ꑌꃅꇤꄉꏃꃅꌋꂾꄉꉌꇿꅍꊌ，ꌤꃅ

ꊿꉈꏠꅍꀋꐥꑠꂷꄻ，ꄜꐨꉬꌠꑠꇬ

ꈴꄉꇗꅉꇯꍝꌠꉉꀽꄡꑟ。16ꄚ，ꊿ

ꋧꃅꅇꈥꉐꈣꉉꌠꂾꁈ，ꑞꃅꆏ，ꊿ

ꋍꑠꆹꀋꎪꃅꀊꅰꃅꌋꀋꏦꀋꃪꅉꇬ

ꃹ。17ꊿꋋꈨꅇꂷꆹꀴꊪꂷꊂꌟꃅꀊ

ꅰꐳꁖꀊꅰꀉꒉꃅꁭꁘ，ꋀꈬꄔꑟꂰ

ꆾꌋꆀꃏꅿꄳꑋꇫꐊ。18ꋀꊇꆹꇗꅉ

ꇯꍝꌠꇬꄉꎎꁧꀐ，ꋀꊇꄹꇬꀱꐥꇁ

ꌠꌤꆹꇫꈴꁧꀐꄷꄉ，ꊿꈍꑋꈨꑇꐨ

ꉌꊋꋀꀜꐆꇫꎭꀐ。19ꄚ，ꏃꃅꌋꈫ

ꈈꌠꅉꃀꆹꇫꋦꀐ；ꅉꃀꄩꏭꆏꌐꂷꑠ

ꇬꅑ：“ꌋꆹꈀꄸꋍꊿꉬꌠꋌꌧ”
ꄷ；ꉈꑴ：“ꌋꂓꈀꇴꌠꆏ，ꈍꃅꑌꀋ

14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神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
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
能败坏听见的人。15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
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6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
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17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
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
18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
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19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
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
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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ꑗꀋꉬꌠꇬꄉꐞꇁ”ꃅꅑ。 
20ꑷꂿꀉꒉꂷꈐꏭꎊꈬꌬꅍꐎ꒰

ꌊꄻꄉꌠꀉꄂꀋꉬꃅ，ꌩꇓꌌꄻꄉꌠ

ꑌꇫꎍ；ꎊꈬꁌꇐꈤꌠꑌꐥ，ꀉꁘꀊ

ꇁꌠꑌꐥ。21ꀋꄸꄷ，ꊾꂷꊨꏦꁦꎴ

ꃅꄉꌤꀋꂄꀋꎔꈧꌠꐞꑲꆏ，ꋌꀋꎪ

ꃅꌬꅍꁌꇐꈤꌠꄻ，ꌃꇁꎔꐛ，ꌋꌌꌬ

ꉆ，ꄐꏤꄉ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ꑠꃅ。 

20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
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
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21人若
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
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
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22ꆏꑴꌠꀊꉘꄿꏀꏾꅍꑠꂾꁈ，ꊿ

ꉌꃀꐙꎴꃅꇖꂟꅷꌋꄷꑟꈧꌠꈽꄉꋍ

ꏅꑖꉬ、ꑇꐨ、ꉂꐪ、ꄮꐽꌠꎹ

ꈹ。23ꇯꅝꇈꌧꇐꌷꇐꀋꐥꃅꅔꀥꑠ

ꆏ，ꈍꃅꑌꇤꇫꎭ，ꑞꃅꆏ，ꌤꑠꆹꐯ

ꊨꐮꏈꌠꇫꅐꇁꌠꆏꅉꐚ。24ꄚ，ꌋ

ꁏꐚꆹꐯꊨꐮꏈꀋꉆ，ꑗꃅꑖꈈꀕꃅ

ꋍꏅꊝ，ꊾꉙꂘꑲꌧ，ꄸꈐꇬꄷꋰꄉ，

25ꑖꈈꀕꃅꊿꄘꑣꑠꏭꅇꈪꊐ；ꑠꃅꇬ

ꆹ，ꏃꃅꌋꉪꁏꄺꀱꌠꉌꃀꄻꋀꁳꄉ，

ꇗꅉꇯꍝꌠꋀꇫꐝꉅꉆꇬꌬꀋꄿ，26ꑠ

ꃅꄉ，ꊿꈁꏾꃅꑊꋌꌌꁈꇱꇊꌊꁧꀐ

ꋋꈨꁳꎺꐚꑓꄧꀕꇁꄉ，ꑊꋌꐱꂦꇬ

ꄉꐞꇁꉆꎻ。 

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
那清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23惟有那愚
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
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
导，存心忍耐，25用温柔劝戒那
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
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叫他们
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
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ꋧꃅꌐꂫꄮꇬꊿꐛꄟ 末世的人性 

3 ꋧꃅꌐꂫꄮꇬ，ꀋꎪꃅꀕꑍꆽꀠ

ꐨꐥꑠꇫꑟꇁꌠꆏꅉꐚꄡꑟ。 
3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

日子来到。2因为那时人要 
2ꑞꃅꆏ，ꀊꋨꄮꇬꆏ，ꊿꊨꏦꀉꄂꉜ

ꅲ、ꎆꇢꋚꇢ、ꈌꒉ、ꆺꒉꄇꀋ

ꉆ、ꍍꋉꄸꄀ、ꀿꃀꅇꀋꃅ、ꈌꋙ

ꍈꀀꇇꑝ、ꉌꂵꀋꌃꀋꎔ、3ꏣꑟꉂ

ꏣꀋꐥ、ꊿꏆꀋꅲ、ꌞꊂꀠꅇꉉ、

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
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
负义、心不圣洁、3无亲情、不
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
性情凶暴、不爱善良、4卖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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ꊨꏦꌄꏲꀋꄐ、ꊾꇨꁴꍂꅿ、ꂄꎔ

ꌠꌁꑷ、4ꌋꃷꐋꃷ、ꈁꏾꃅꇫ

ꃅ、ꀀꁁꊿꀋꐥ、ꋟꅝꈩꌒꏽ、ꏃ

ꃅꌋꀋꉂ，5ꉇꇷꆹꌋꉪꌋꏡꏭꃅꐙ，

ꄚ，ꌋꉪꌋꏡꌠꄜꐨꇯꍝꌠꆹꋀꇫꆼ

ꁏ，ꊿꑠꃅꐙꌠꆹ，ꆏꑴꌠꐵꇫꎭ。 

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
宴乐、不爱神，5有敬虔的外
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
人你要躲开。 

6ꊿꋌꑵꆹꆈꌊꌞꅍꃹꄉ，ꌞꌋꅪ

ꌧꅍꀋꐥꌠꊏꑎꌠꉬ。ꌋꅪꋋꈨꆹꑽ

ꃤꄸꃤꋀꀵꐺꄉ，ꏾꅍꋍꑞꋍꑵꇱꊏ

ꅰꅜ；7ꋀꅉꀕꃅꌷꑴꇬ，ꄚ，ꈍꄮꑌ

ꇗꅉꇯꍝꌠꋀꇫꐝꉅꀋꄐ。8ꀋꉊꃀ

ꑸꆀꌋꆀꑷꀘꑋꈍꃅꃀꑭꄘꑣꆏ，ꊿ

ꋌꑵꑌꈍꃅꇗꅉꃶꐚꌠꄘꑣ；ꋀꉌꃀ

ꆹꎒꐡꀐ，ꑇꐨꇬꄉꍞꇫꎭꉆꀐꌠ

ꉬ。9ꄚ，ꋀꊇꉈꑴꑠꃅꄘꑣꀋꄐꀐ，

ꑞꃅꆏ，ꊿꀊꋨꑍꂷꌟꃅ，ꋀꇯꅝꐨꆹ

ꀋꎪꃅꋍꏅꂾꄉꅔꁖꇁ。 

6那偷进人家，控制无知妇
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
诱，7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
真道。8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
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
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
上是可废弃的。9然而他们不能
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
二人一样。 

 

ꄽꂫꇬꄜꂿꄠꏭꉉ 对提摩太的最后吩咐 
10ꄚ，ꆎꆹꉠꉙꅇꂘꅇ、ꑌꇐꑲ

ꇐ、ꉪꅉꄐꅉ、ꑇꐨꉌꊋ、ꊪ

ꏆ、ꉂꐪ、ꋰꄿꌠꑠꇬꍬꄉꃅꀐ，

11ꆎꆹꀊꄝꀊ、ꑱꇬꆃꌋꆀꇊꌦꄓꄉ

ꉢꈀꊝꌠꎬꅧꌠ、ꆼꍅꆹꆋꌠꑠꑌꆏ

ꅉꐚꀐ。ꉡꆹꆼꍅꆹꆋꈍꒈꌠꊝꉏ！

ꄚ，ꌊꆹꌤꋋꈨꈬꇬꄉꉢꋌꈭꋏꎼꇁ

ꀐ。12ꑠꀉꄂꀋꉬꃅ，ꊿꉪꄉꏤꄉꏢ

ꄖꑳꌠꇬꄉꏃꃅꌋꏦꃪꃅꇫꐥꏾꌠ

ꆹ，ꉬꇮꃅꆼꍅꆹꆋꌠꊝꌠꉬ。13ꄚ，

ꊿꄸꃅꅠꑽꌠꌋꆀꊾꁍꃕꌠꆏ，ꀋꎪ

ꃅꐤꅉꄷꅉꑟ，ꋌꈱꊾꊏ，ꊾꑌꈱꋋ

10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
训、品行、志向、信心、宽
容、爱心、忍耐，11以及我在安
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
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
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
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12不但
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
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13只
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
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
哄。14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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ꊏ。14ꄚ，ꆎꆹꏟꈯꀕꃅꆏꈀꌷꌠꌋ

ꆀꆏꇬꑅꌠꑠꊭꉌꃀꇬꊐꄉ；ꑞꃅꆏ，

ꈀꄸꄷꌷꌊꇁꌠꆹꆏꅉꐚ，15ꄷꀋꁧ，

ꆎꆹꀄꊭꃅꇬꇯꆐꌃꎔ꒰ꀨꆏꇫꐝꉅ

ꌠꆏꅉꐚ；ꌃꎔꏂꀨꋌꋐꆹꆏꏢꄖꑳ

ꌠꑇꐛꅹ，ꆏꋌꎼꈭꋏꊌꌠꌧꅍꂿꅍ

ꐥꄎ。16ꌃꎔꏂꀨꇬꅇꂷꆹꏃꃅꌋꇁ

ꊾꉌꐡꄉꊿꁱꎼꇁꌠꉬ（ꅀ“ꏃꃅꌋꇁꊾꉌ

ꐡꄉꊿꁱꎼꇁꌠꌃꎔꏂꀨ”ꄷꑌꍑ），ꉙꂘ、ꆫ

ꃬ、ꊿꁳꀱꈛꊒꍬꇁꎻ、ꊾꁰꍋꄉ

ꑖꉬꌷꌠꑠꃆꂮꇬꃅꈲꏣꐥꌠꉬ，17ꑠ

ꃅꄉ，ꊿꏃꃅꌋꃤꉬꌠꁳꐛꒆꄉ，ꄐ

ꏤꄉ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ꃅꎻ。 

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
是跟谁学的，15并且知道你是从
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
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

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
益的，17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4 ꉡꆹꏃꃅꌋꂾꌋꆀꊁꇁꋍꑍꐥꊿ

ꌦꊿꀞꇽꌠꏢꄖꑳꌠꂾꄉ，ꋌꇫ 
4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

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ꅐꇁꌠꌋꆀꋍꃰꃅꇩꐛꅹꃅꅽꏯꉉ：

2ꀋꎪꃅꇗꅉꄜꁊ；ꊜꋽꄿꂿ，ꊝꀋꋽ

ꄿꂿ，ꉌꊢꇬꎷ，ꄷꀋꁧꋰꃅꋰꄉꉙ

ꅇꂘꅇꋍꑞꋍꑵꌌꊿꏭꊨꀖ、ꅇꈪ

ꊐ、ꈐꊟꊋꊡ。3ꑞꃅꆏ，ꃅꑍꑞꄮ

ꇬꆏ，ꊾꆹꀋꎪꃅꇗꅉꀊꌃꌠꋀꇫꉌ

ꅧꑓꇤ，ꅳꀧꐫꇓꑳꄉ，ꊨꏦꎲꏾꅍ

ꊂꈹ，ꂘꃀꈍꑋꁦꎆ；4ꄷꀋꁧ，ꅳꀧꋍ

ꄉꇗꅉꇯꍝꌠꀋꅲꃅ，ꅇꂷꀨꀋꐥꌠ

ꏭꉜꄉꎎ。5ꄚ，ꆎꆹꌤꑞꑌꋓꉪꁨ

ꌶ，ꎬꅧꌠꋰꄉ，ꇗꅉꄜꁊꌠꌤꃅꄉ，

ꅽꌅꅍꃅꎁꃅꅐꇁꌶ。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
你。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
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
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
戒人、劝勉人。3因为时候要
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
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傅，4并且掩耳不听
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5你却
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
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 

6ꉡꆹꀋꃅꊿꇱꌌꎧꃅꄉꉷꆦꑝꅍ

ꈧꌠꇬꎭ，ꉢꋧꃅꐝꄮꑟꀐ。7ꎔꇁꃨ

ꌠꉈꈽꐨꑠꉢꉈꈽꋺꀐ，ꀥꄡꑟꌠꈝ

ꃀꉢꀥꌐꀐ，ꈁꑇꌠꇗꅉꉢꐏꁇꄉ

6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
时候到了。7那美好的仗我已经
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ꄜꂿꄠꄯꒉꊁꁬꌠ  4 669 提摩太后书  4 

 

 

ꀐ。8ꋌꊂꇈꉈꆏ，ꑖꉬꄂꌆꀍꄟꉠꎁ

ꃅꊏꇫꄉꌠꐥ，ꑖꉬꇬꈴꄉꀞꇽꌠꌋ

ꆹꃅꑍꀊꋨꄹꉇꆏꄂꌆꂶꌠꋌꄻꉢꁳ

ꌠꉬ；ꄻꉢꀉꄂꁵꌠꀋꉬꃅ，ꄻꊿꋌꇫ

ꅐꇁꌠꑠꈀꉂꌠꑌꁵ。 

8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
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
人。 

 

ꊨꏦꅇꀁꎴꍈ 个人的短语 
9ꆏꐳꃅꉠꄹꇁ。10ꑞꃅꆏ，ꄂꂷ

ꋧꃅꋋꂷꉁꇨꄉ，ꉢꋌꍞꇫꎭꇈꋌꎼ

ꄟꌒꇊꆀꏦꁧꀐ；ꇱꇍꌧꆹꏦꇁꄠꉜ

ꄉꁧꀐ，ꄝꄏꆹꄊꂷꄠꉜꄉꁧꀐ；11ꇊ

ꏦꀉꄂꉠꄹꐥ。ꆏꇀꄮꇬ，ꂶꈌꑌꏃ

ꇁ，ꑞꃅꆏ，ꋌꇗꅉꄜꁊꌠꌤꀂꏽꉠꇬ

ꈲꏣꐥ（ꑝꇂꉙꇬꆏ“ꇗꅉꄜꁊ”ꅀ“ꉡꀨꎹ”ꃄ

ꑌꍑ）。12ꄫꏸꇴꉢꇤꅷꑱꃛꌙꆹꀐ。

13ꆏꇀꄮꇬꆏ，ꉠꃢꈜꉢꄯꇊꑸꐤꄮꇬ

ꀋꎺꃅꏦꀯꏤꅍꊰꇈꈫꌠꒃꌊꇁ，ꉈ

ꑴꉠꄯꒉꈧꌠꑌꌌꇁ，ꀊꅰꃅꀋꉬꀋ

ꉆꌠꆏ，ꆭꑆꏂꀨꈧꌠꒃꌊꇁ。14ꐮ

ꋩꇎꇷꑸꆀꎭꄊꉢꋌꉮꀙꀐ；ꌋꀋꎪ

ꃅꋍꃄꄟꑽꄟꇬꉜꄉꋋꀱꇁꌠꉬ。

15ꆎꑌꋋꋓꉪꁨꄉꌶ，ꑞꃅꆏ，ꋌꋍꊋ

ꈀꑌꃅꉪꅇꂷꇬꄘꑣꀐ。 

9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 
10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
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革
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挞马
太去；11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
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
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
（“传道”或作“服事我”）。12我已经打
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13我在特
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
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
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
卷。14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地害
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15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敌
挡了我们的话。 

16ꉢꉘꃀꃢꌠꀞꇽꅉꇬꄉꊨꏦꑖ

ꉬꄛꄮꇬ，ꊿꉠꇇꀤꇀꂷꀋꊌꃅ，ꀱ

ꌊꋀꊇꐯꇯꉢꋀꍞꇫꎭ；ꑽꃤꑠꆹꄻ

ꋀꀂꏽꄡꄉꅊꇈ。17ꌋꀉꄂꉠꏢꁮꏭ

ꉆꄉꊋꃤꄻꉢꁳꄉ，ꌒꅇꉢꄜꁊꂥꀘ

ꌐꄉ，ꉇꉻꊿꁳꊌꈨꎻ；ꉡꑌꆿꅪꈌ

ꇬꄉꋌꇱꈭꋏꎼꇁ。18ꌋꆹꀋꎪꃅꉢ

ꋌꈭꋏꌊꄷꅠꋍꑞꋍꑵꌠꇬꐞꇁ，ꀋ

16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
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
不归与他们。17惟有主站在我旁
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
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18主
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
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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ꎪꃅꉢꋌꇱꈭꋏꌊꋍꉬꉎꇩꑌꃹꌠ

ꉬ。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ꃅꏮꋌꄀꅊ

ꇈ。ꀊꂱ。 

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ꄽꂫꇬ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19ꉠꎁꃅꀙꏢꇁ、ꑸꏲꇁꌋꆀꀊ

ꆀꌋꃚꏤꊿꋋꑷꏭꋬꂻꄜ。20ꑱꇁꄖ

ꆹꇬꆀꄏꀀꀐ。ꄯꇊꃏꃀꆅꐛꅹ，ꉢ

ꋌꁳꂰꆀꄖꊰꇈꎻꀐ。21ꆏꑴꌠꐳꃅ

ꄉꃅꋆꑟꇁꂾꇯꆐꉠꄹꇁ。ꑿꀯ

ꇊ、ꀯꄠ、ꆺꆍ、ꇱꇅꄂꑸꌋꆀꃺ

ꑌꈀꐥꈧꌠꃅꅽꏯꋬꂻꄜꌐ。22ꌋꅽ

ꒌꌋꆀꐯꈽꐥꅊꇈ。ꑆꊋꑌꅉꀕꃅ

ꆍꊇꈿꐥꅊꇈ。 

19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
色弗一家人的安。20以拉都在哥
林多住下了。特罗非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21你要赶紧
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
布罗、布田、利奴、革老底
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22愿主
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
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