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ꄝꄏꄯꒉ 

提多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ꁏꐚ，ꑳꌠꏢꄖꁆꄻꊩꌺ

ꀧꇊꆹ，ꏃꃅꌋꈀꌋꄉꌠꉹꁌꑇ 
1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

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 
ꐨꌋꆀꌋꉪꌋꏡꌠ、ꃶꐚꌠꌧꇐꂿ

ꇐꇬꈴꄉꄯꒉꋌꁬꁱ，2ꉡꆹꈱꅇꏅꅇ

ꀋꉉꌠꏃꃅꌋꁍꄻꏃꄻꂾꇯꆐꈀꈌꁧ

ꄉꌠꐩꋊꐩꍂꀑꇬꇁꉚ。3ꃅꑍꑞꄮ

ꇬꆏ，ꏃꃅꌋꆹꄜꁊꌤꑘꇇꄧꈴꄉ，ꋍ

ꇗꅉꋌꄜꋊꎼꇁꀐ；ꄜꁊꌠꌤꑘꋋꈨꆹ

ꏃꃅꌋꉪꈭꋏꌋꁵꅇꇬꈴꄉꏮꉢꇯꀐ

ꌠꉬ。 

敬虔真理的知识，2盼望那无谎
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
生，3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工
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
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
交托了我。 

4ꉢꄯꒉꁱꄝꄏꁵ，ꄝꄏꆹꉪꊇꐯ

ꇯꇬꑅꌠꇗꅉꇬꈴꄉꉠꌺꇯꍝꌠꄻ。

ꑆꊋ、ꋬꂻꑠꆹ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ꈭ

ꋏꌋꏢꄖꑳꌠꄷꄉꆏꊌꅊꇈ。 

4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
着我们共信之道作我真儿子
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
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ꄝꄏꈌꅿꄯꄉꃅꌠꌤꑘ 提多在克里特的事工 
5ꂴꏭꆏꉢꇤꈌꅿꄯꎼꄉꇈꌠꆹ，

ꆏꁳꌤꀞꀋꌐꌦꈧꌠꀞꁟꑻꀕꃅꄉꎻ

ꂿꄷꌠ；ꉈꑴꉢꅽꏯꈁꉉꌠꇬꈴꄉ，

ꇓꈓꇫꈁꐛꌠꇬꄉꅡꈭꌟꒉꌊꄻ。

6ꀋꄸꄷ，ꊿꊨꀖꉆꅍꍈꀋꐥ，ꑮꃀꋍ

5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
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
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
各城设立长老。6若有无可指责
的人，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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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ꀉꄂꁨ，ꀉꑳꑌꌋꑇꌠꉬ，ꊿꋀꆹ

ꎼꐊꃏꐊ、ꊾꆼꁏꌠꉬꃅꋀꊂꅇꎹ

ꌠꀋꐥ，ꑠꃅꐙꑠꆏ，ꌊꄻꄉꉆ。7ꆫ

ꃬꊿꆹꏃꃅꌋꌤꏲꊿꉬꑲꆏ，ꋌꀋꎪ

ꃅꑠꃅꐙꑲꆀꍑ：ꊨꀖꉆꅍꍈꀋꐥ，

ꆺꀋꒉꄇꀋꒉ、ꇨꃃꇫꋩꃅꀋꐛ、

ꎧꅝꎧꑱꊿꀋꄻ、ꊿꀋꅥ、ꎆꀋꎴ

ꀋꈻꌠꀋꇢ；8ꈜꎴꃅꄷꇁꌠꄹꃥꋨꏦ

ꏾ，ꂄꃅꎔꏿ、ꇗꄃꂷꑌ、ꊒꆽ

ꀕ、ꌃꎔ、ꊨꏦꈯꊨꏦꌅ；9ꏟꈯꀕ

ꃅꈁꂘꌠꇗꅉꑇꉆꌠꇬꍬ；ꑠꃅꑲꆏ，

ꀊꌃꌆꌠꉙꅇꂘꅇꑠꌊꊾꈐꊟꊋꊡ

ꄎ，ꉈꑴꊿꅔꀥꌠꑠꑌꋌꀥꈌꉛꀕ

ꄎ。10ꑞꃅꆏ，ꊿꈍꑋꈨꁎꆽꇁ，ꅇ

ꈥꉐꈣꉉꄉꈱꊾꊏ；ꌐꍓꏦꃤꃅꀊꋨ

ꈨꆹꀊꅰꃅꑠꃅꐙ。11ꊿꋋꈨꈂꀸꆹ

ꈍꃅꑌꋍꄉꇬꎷꌶ。ꋀꊇꆹꎆꋚꀋꎴ

ꀋꈻꌠꇢꐛꅹ，ꊿꂘꀋꋭꌠꌌꊿꂘ

ꄉ，ꊿꋋꑷꃅꋀꀜꐆꇫꎭ。12ꈌꅿꄯ

ꊿꈬꄔꇬꋀꃅꄷꅉꄜꊾꂷꑠꃅꉉ：

“ꈌꅿꄯꊿꆹꅉꀕꃅꈱꅇꉉꇬꎷ，ꋀ

ꊇꆹꄷꅠꌠꑋꁮꉆꁮꉬ，ꋚꇢꑓꃴꃷ，

ꐵꑷꑓꀠꀕ”ꄷꉉꋺ。13ꑠꆹꅇꊪꃶ

ꐚꌠꉬ，ꑠꅹ，ꆏꏟꈯꀕꃅꋀꏭꊨꀖ

ꄉ，ꋀꁳꇗꅉꇯꍝꌠꇬꄉꊈꎴꆐꀋꅑ

ꎻ；14ꒀꄠꊿꅇꂷꀨꀋꐥꈧꌠꌋꆀꊿ

ꇗꅉꃶꐚꌠꐞꈧꌠꏥꏦꑠꄡꅲ。15ꁦ

ꎴꌠꊿꃅꄉꇬꆹ，ꐥꇐꑞꑌꁦꎴ；ꍍ

ꆀꇈꀋꑇꌠꊿꃅꄉꇬꆹ，ꑞꑌꁧꀋꎴ，

ꄷꀋꁧ，ꋀꊇꉪꐨꌋꆀꂄꄸꌧꌠꉌꂵ

ꉬꇮꍍꆀꀐ。16ꋀꊇꆹꏃꃅꌋꋀꌧꄷ

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
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
设立。7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
须无可指责，不傲慢、不暴
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
贪无义之财；8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
持；9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
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
把争辩的人驳倒了。10因为有许
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
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
11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
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
导人，败坏人的全家。12有克里
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
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
又馋又懒。”13这个见证是真
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
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
疵；14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和
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15在洁净
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
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
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16他们说
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
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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ꑴꇬ，ꄚ，ꋀꃅꐨꑽꑌꆹꋋꌋꆀꐯꀋ

ꊒ；ꋀꊇꆹꊇꅉꇬꇯꆐꊿꋋꌂꌠ，ꌊꃅ

ꌋꑽꌠꉬ，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ꃅꀋꋭ

ꌠꉬ。 
 

ꇗꅉꊈꂄꌠ 纯正的道理 

2 ꄚ，ꆏꈁꉉꌠꉙꅇꂘꅇꆹꇗꅉꊈ

ꂄꌠꇬꊒꌶ。2ꀉꁌꃀꌠꀕꏭꉙ 
2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

正的道理。2劝老年人要有 
ꂘꄉꌄꏲ、ꇗꄃꂷꑌ、ꊨꏦꈯꊨꏦ

ꌅꃅꑠꃅꐙꎻ；ꑇꐨꉌꊋ、ꉂꏣ、ꋰ

ꄿꌠꐯꇯꌃꎴꆐꀋꅑꌶ。3ꉈꑴꀊꂵ

ꃀꌠꏭꉉ，ꃄꄟꑽꄟꀹꑳ，ꌞꊂꀠꅇ

ꀋꉉ，ꎧꏸꁏꐚꄡꄻ，ꇗꅉꂄꎔꌠꌌ

ꊾꉙꂘꄷ；4ꑠꃅꄉ，ꌋꅪꀊꏀꌠꄐꂘ

ꄉꋀꁳꌐꃶꉂ，ꌳꃈꅮꉂꎻ；5ꋀꁳꊨ

ꏦꈯꊨꏦꌅ、ꊈꎴ、ꑳꇤꀨꎹ，ꂄ

ꑭꑌꄉꊾꊝ，ꊨꏦꌐꃶꅇꃅꎻ，ꑠꀋ

ꉬꑲꆏ，ꏃꃅꌋꇗꅉꊿꇱꌌꍍꋉꄸꄀ

ꂵ。6ꉈꑴꀊꉘꄿꏀꏭꊨꏦꈯꊨꏦꌅ

ꌶꄷꉙꂘ。7ꅽꊨꏦꆹꌤꑞꇬꑌꂄꎔ

ꃅꀕꌠꌶꀠꐛ，ꇗꅉꉙꂘꇬꊒꆽꀕ、

ꇗꄃꂷꑌ，8ꅇꂷꁦꎴ，ꊨꀖꉆꅍꍈꀋ

ꐥ，ꊿꁎꆽꈧꌠꁳꑞꇬꑌꉪꏭꉉꅍꀋ

ꊌꄉ，ꊨꏦꎲꄏꑊꏦꎻ。9ꁏꐚꏭꉙ

ꂘꄉꊨꏦꌌꁈꅇꃅꎻ，ꌤꑞꑌꌌꁈꉌ

ꃹꅍꃅ；ꋍꏭꈌꀱꉐꄡꀋꉆ；10ꎆꋚꄡ

ꄌꄡꈐꃅ，ꀋꎪꀋꑴꐨꉜꅐꇁꉆꌶ，ꑠ

ꃅꄉ，ꑞꑌꉪꈭꋏꌋꏃꃅꌋꇗꅉꁳꀑ

ꑊꁤꇅꀕꎻ。 

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
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
疵。3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
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作
奴仆，用善道教训人，4好指教
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
5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
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被毁谤。6又劝少年人
要谨守。7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
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
端庄，8言语纯全，无可指责，
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
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9劝仆
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
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10不可
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
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11ꑞꃅꆏ，ꏃꃅꌋꋍꏅꈭꋏꌠꑆ

ꊋꆹꄇꇖꀕꃅꇫꅐꇁꀐ，12ꉪꏭꉙꂘꄉ

ꉌꂵꌋꀋꉪꌋꀋꏣꌠꌋꆀꋧꃅꏾꅍꑠ

11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
显明出来，12教训我们除去不敬
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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ꌩꎳꇫꎭ，ꋋꍂꇬꄉꊨꏦꈯꊨꏦꌅ、

ꊒꆽꀕ、ꌋꉪꌋꏡꃅꐥ；13ꌒꃤꈀꉘ

ꇉꌠꇁꉚ，ꄷꀋꁧ，ꋍꄩꀋꐥꌠꏃꃅꌋ

ꀕꆀꉪꈭꋏꌋꑳꌠꏢꄖꀑꒉꑊꒉꇫꅐ

ꇁꌠꇁꉚ。14ꋋꆹꉪꊇꎁꃅꊨꏦꀑꇬ

ꁮꄉ，ꑽꃤꄸꃤꈬꇬꄉꉪꊇꋌꋊꎼꇁ，

ꉪꊇꋌꇱꒈꋌꁦꎴ，ꉈꃅꉪꁳꋍꊨꏦ

ꉹꁌꄻꄉ，ꈮꈜꃅꂄꃅꎔꏿꎻ。15ꆏ

ꑴꌠꌤꋋꈨꉉꐝꉅꃅꄉ，ꊾꅇꈪꊐ，

ꌅꈌꋍꑞꋍꑵꌬꄉꊿꊨꊿꀖ。ꊿꁳ

ꆏꉚꄸꎻꀋꉆ。 

自守、公义、敬虔度日，13等候
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或无“和”字）我们救主耶稣基
督的荣耀显现。14他为我们舍了
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
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
子民，热心为善。15这些事你要
讲明，劝戒人，用各等权柄责
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ꌤꋭꋽꌠꃅ 做合宜的事 

3 ꆏꑴꌠꋍꏅꏭꌗꋏꄉ，ꋀꁳꏲꌋ

ꂠꌋꄻꌠ、ꌅꈌꐥꌠꅇꃅ，ꋀꁵ 3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
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 

ꅇꍬ，ꄐꏤꄉ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ꃅ

ꎻ。2ꌞꊂꍍꋉꄸꄡꄀ，ꐮꄡꇑꄡꅔ，

ꄮꐽꃅꄉ，ꋍꏅꏭꑖꈈꀕꇬꎷ。3ꀋꉊ

ꂴꏭ，ꉪꊇꑌꌧꅍꀋꐥ、ꌊꃅꌋ

ꑽ、ꁍꃕꌠꊝ，ꊨꏦꏾꅍꋍꑞꋍꑵꌋ

ꆀꋟꅝꈩꌒꑠꀉꄂꀨꎹꆽꃴ，ꄸꈐꅉ

ꀕꃅꄷꅠ、ꉌꈻꃴꆅꑠꑌ，ꉪꊇꊿꌌ

ꌁꑷ，ꉪꊨꏦꑌꐮꌂ。4ꄚ，ꏃꃅꌋꉪ

ꈭꋏꌋꉌꆓꐨꌋꆀꊾꉂꌠꉂꐪꄇꇖꀕ

ꃅꇫꅐꇀꄮꇬꆏ，5ꉪꊇꋌꈭꋏꄉꀐ，

ꋌꉪꊇꈭꋏꌠꆹ，ꉪꊇꊨꏦꈀꃅꌠꑖ

ꉬꒉꄸꀋꉬꃅ，ꋍꎭꃅꉈꐨꒉꄸꉬ，ꒅ

ꀱꌠꋋꑣꌋꆀꌃꎔꒌꏀꁏꏽꌠꇇꄧꈴ

ꌠꉬ。6ꌃꎔꒌꆹꏃꃅꌋꑳꌠꏢꄖꉪ

ꈭꋏꌋꇇꄧꈴꄉ，ꀊꄖꐯꀊꄖꃅꄻꉪ

ꇭꀧꇬꎭꌠꉬ，7ꑠꆹꉪꁳꋍꑆꊋꐛꅹ

ꑖꉬꐛꄎꎻ，ꐩꋊꐩꍂꀑꇬꉘꇉꅍꈴ

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不要
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3我们从前也
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事
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或

作“阴毒”）、嫉妒的心，是可恨
的，又是彼此相恨。4但到了神
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
的慈爱显明的时候，5他便救了
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
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
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6圣灵
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7好叫
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
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或作

“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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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ꐴꊛꊿꐛꉆꎻꂿꄷꌠ（ꅀ“ꉘꇉꅍꇬꈴꄉ

ꐩꋊꐩꍂꀑꇬꊪꉆ”ꃄꑌꄿ）。 
8ꅇꂷꋍꑠꆹꑇꉆꌠꉬ。ꉡꑌꅽꌤ

ꋋꈨꇯꍝꀕꃅꉉꐝꉅꏾ，ꑠꃅꄉ，ꊿ

ꏃꃅꌋꑇꀐꀊꋨꈨꁳꋓꉪꁨꄉꌤꑘꑌ

ꐚꀕꌠꃅꎻ（ꅀ“ꋓꉪꁨꄉꂄꃅꎔꏿ”ꄷꑌ

ꍑ）。ꑠꆹꐯꇯꌤꎔꇁꃨꌠꉬꌐ，ꄷꀋ

ꁧ，ꊾꈲꏣꐥ。9ꌧꅍꀋꐥꃅꐯꀥ

ꌠ、ꀈꈥꀕꃅꊿꋊꉉꌠꌋꆀꐯꅒꐮ

ꑣꌠꑠꂾꁈ，ꄷꀋꁧ，ꄹꏦꐛꅹꃅꄉ

ꅔꈿꀥꈿꌠꂾꁈꌶ；ꑞꃅꆏ，ꌤꋍꑠꉬ

ꇮꀈꈥꀕ、ꈲꏣꀋꐥꌠꉬ。10ꊿꋌ

ꁥꀊꋩꁥꃅꐯꏑꌠꆏ，ꋍꃢꑍꃢꇬꏭ

ꅇꈪꊐꋺꈭꐨꆏ，ꇬꄡꅲ；11ꑞꃅꆏ，

ꆍꊇꅉꐚꌠꆏ，ꊿꋋꈨꆹꇗꅉꐞꄉꑽ

ꃤꐆꀐ，ꊨꏦꆹꑓꀠꀕꃅꀋꉬꌠꅉꐚ

ꀐꇬ，ꄡꇗꇫꃅꑴꌦ。 

8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
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
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的
事业（或作“留心行善”）。这都是美
事，并且与人有益。9要远避无
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
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
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10分门
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弃绝他；11因为知道这等人
已经背道，犯了罪，也为自己
定了罪。 

 

ꀧꇊꁵ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短语和问安 
12ꑸꄝꂷꅀꄫꏸꇴꉢꇤꅷꅽꄹꆹ

ꇬ，ꆏꑴꌠꐳꃅꆀꇬꀧꆀꄉꉡꂿꇁ，ꑞ

ꃅꆏ，ꉢꀊꄶꄉꃅꋆꄮꐰꈳꅐꆹꂿꄷ

ꄐꏤꄉꀐ。13ꆏꑴꌠꐳꃅꑗꅒꊿꑭꇂ

ꌋꆀꑸꀧꇊꑋꏃꎭꄉ，ꋍꑊꁳꀋꇎꅍ

ꀋꐥꎻ。14ꄷꀋꁧ，ꉪꊿꆹꌤꑘꑌꐚ

ꀕꌠꌷꌶ（ꅀ“ꂄꃅꎔꏿꌠꌷ”ꄷꑌꍑ），ꈁꈉ

ꈀꄻꌠꄐꏤꄉ，ꑠꀋꉬꑲꆏ，ꂶꂷꀋ

ꅑꂵ。15ꊿꉢꈽꈀꐥꈧꌠꐯꇯꆍꏭꋬ

ꂻꄜ。ꉪꎁꃅꊿꑇꐨꉌꊋꑌꄉꉪꉂ

ꀊꋨꈨꏭꑌꋬꂻꄜ。ꑆꊋꆹꅉꀕꃅ

ꆍꋍꏅꈽꐥꅊꇈ。 

12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
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
赶紧往尼哥波立去见我，因为
我已经定意在那里过冬。13你要
赶紧给律师西纳和亚波罗送
行，叫他们没有缺乏。14并且我
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或作“要

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
不结果子。15同我在一处的人都
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
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
们众人同在。 

 




